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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开展理论研讨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易慧琳 杨柳）12

月18日至19日，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省法院第十届
理论研讨会召开。

今年4月，省高院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
用问题研究” 作为全省法院系统第十届理论研讨会主题，
组织全省法院法官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司法公信”等司
法热点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 会上，75篇优秀论文获得表
彰，《从形式走向实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圆桌审判方式的
完善路径探讨》等7篇论文获得一等奖。

省高院院长康为民作了书面发言。 他强调，全省法院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强化政治意识，立足实
践需要，注重成果转化，加强队伍建设，共同推进法院理论
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为深入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0个村落入选首批
“中国传统村落”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国斌）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
展专家委员会对首批中国传统村落评审认定，全国共648个
传统村落入选，其中湖南30个。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
发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传统村落保护
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对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评审认定， 提出
648个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 并于12月7日至11日
进行了公示。

我省入选的30个传统村落中，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最多，有17个，另外13个分布于衡阳、怀化、永州、邵阳、益
阳、郴州、岳阳。 永顺县老司城村、隆回县崇木凼村、岳阳县
张谷英村、江永县上甘棠村等入围该名单。

本报12月19日讯（通讯员
龙群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
天从省科技厅获悉， 株洲国
家轨道交通装备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和长沙望城国家有
色金属新材料精深加工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已顺利通过
科技部认定， 将享受重点扶
持政策。至此，我省共有11个
基地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

此次获批的株洲国家轨
道交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 形成了以电力机车、城
轨车辆等为重点的多类别产
品系列， 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轨道交通电机、 电控产品、铁
路敞车的市场占有量（包括生
产能力）居全国第一，计划至
2015年形成产值1200亿元的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轨道交通研发

总部与制造基地。长沙望城国
家有色金属新材料精深加工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占基地总产值
90%以上，力争到2015年培育3
个以上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
大型有色金属新材料精深加
工集团， 培育2个以上中国驰
名商标，产品质量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实现有色产业总产值
500亿元以上。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玉晖） 在湘钢烧结工序的
生产现场，烟囱排出的烟气不再是灰
褐色烟气，而是呈现淡白色。 自从永
清环保承建的３６０平方米烧结机烟气
脱硫项目投入使用后，湘钢脱硫效率
达到９５％以上； 凯天环保的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脱硝技术，也在韶峰南方
水泥等企业运用，氮氧化物排放能长
期有效控制在较低水平。

未来几年，我省将重点推广钢铁
企业烧结机脱硫、 燃煤锅炉脱硫、燃
煤电厂脱硝、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脱
硝等技术，争取到2015年，长株潭试验

区内二氧化硫 、 氮氧化物排放量较
2010年分别削减10%；酸雨、灰霾和光
化学烟雾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火电 、钢铁 、水泥等行业的废气
排放 ， 是区域性大气污染的罪魁祸
首。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广脱硫脱硝
技术，已经取得良好的成效。 石门电
厂 、湘潭钢铁 、韶峰南方水泥等公司
加大环保投入，积极运用相关技术进
行脱硫脱硝。 “十一五”期间，全省35
台发电机组全部建成脱硫设施。

“十二五” 期间， 脱硫脱硝仍是
我省减排工作的重点 。 除继续巩固
火力发电机组烟气脱硫减排成果外，

将依靠钢铁烧结与燃煤锅炉两项脱
硫技术的运用 ， 实现 “十二五 ” 二
氧化硫减排目标任务 。 今后几年 ，
我省将加大对规模在35吨以上燃煤
锅炉的脱硫进程 ， 加大实施钢铁企
业烧结机脱硫工作 ； 同时 ， 完成33
条未脱硝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脱
硝 、 燃煤电厂脱硝等环保工程 。 目
前， 这些项目都已纳入了我
省十大环保工程。

同时， 我省还将加大对
电力、 钢铁和水泥企业的现
场检查、 核查力度， 严厉打
击偷排、 不达标排放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的企业。 确保2013年底
前 ， 长株潭试验区所有新型干法水
泥生产线建成脱硝设施 ； 2014年底
前 ， 所有钢铁企业烧结机和烧结球
团全部建成脱硫设施 ， 35吨以上燃
煤锅炉全部建成烟气脱硫设施； 2015
年底前 ， 所有燃煤机组烟气建成脱
硝设施。

■加快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脱硫脱硝再现碧水蓝天
2015年底，所有燃煤机组烟气建成脱硝设施

2015年，长株潭试验区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较2010年分别削减10%

本报记者 邹靖方

人生有梦。 各式各样的梦。
她的梦在三尺讲台。 为了圆自

己的梦，她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今年39岁的吴艳华，是省地质中

学一名普通高中教师。 1995年，年仅
22岁的吴艳华，从湘潭师范学院毕业
后， 就与三尺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最初在永州市十六中工作，2001年
被选调到省地质中学重点班当班主
任，教数学。 在这里，一干就是12年。

幼年时，吴艳华经历过这样一件
事。邻居家有两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小女孩，读书很用功，成绩在班里拔
尖，但因家境贫寒，只得中途辍学。这
时，正遇上一位城里退休还乡的女教
师， 她主动免费上门辅导这两位女
孩，并资助姐妹俩重返学堂。几年后，
两个小女孩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

此事被传为佳话。 这位老师的
品德， 在吴艳华的心中留下了极佳
印象。 那时起，吴艳华立志要做一名
人民教师。

高考时， 吴艳华的成绩超过本
科录取线30多分。 吴艳华为圆自己
的教师梦，毅然选择了湘潭师院。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应该有
一桶水。 ”当了教师的吴艳华，一直
以此为标准。 博览群书，是她生活的
最大爱好与乐趣。

她每次出差，带回来的东西都少不
了一大叠数学教科书和一些参考资料。

“遇到难题，即使天塌下来，她也
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省地质
中学校长周林生这样评价吴艳华。

一次， 有位学生被一道奥赛解

析几何题给难住了， 向吴艳华老师
求解。 吴艳华用常见的解题思路，很
快解决了问题。 但事后她觉得这道
题应有多种解题方法。

回到家里， 吴艳华又对题目进
行重新分析， 她琢磨与演算了一个
通宵，先后找到了5种解题方法。

第二天， 她把这些方法全部教
给了学生。 也许纯属偶然，当年的高
考试卷中， 就有一道类似的解析几
何，要求考生用3种方法解答。 这位
考生受益匪浅。

吴艳华每天都沉迷在工作中 ，
在她的时间概念里， 几乎没有双休
日、节假日。

2009年， 学校全面推广多媒体
教学。 为把全年的教学内容，全部录
制成多媒体教案， 吴艳华利用暑假
的30多个日夜，赶制出100多堂多媒
体教学课程。 加班期间，她将铺盖搬
到了办公室， 还特意准备了两箱方
便面。 饿了，泡上包方便面；困了，就
在简易床上躺一会。

“我觉得 ，能做好一件事 ，每次
都是一种享受。 ”吴艳华对自己的工
作，总是乐此不疲。

“师生是一种缘分， 对老师来
说，更是一种责任。 ”吴艳华把每个
学生都看成是自己的亲人。

如痴如醉的工作， 换来的是串
串骄人的硕果。 吴艳华所带的高中
毕业班，每次高考，上本科线率都达
到100%。 2012年，她带的0904班55名
学生，51人上一本线，4人上二本线。
12年来，吴艳华获得学校、市 、省乃
至全国的10多项奖励。

梦圆“痴”中，自得其乐。

梦圆“痴”中
———记省地质中学教师吴艳华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市公安交警
支队通过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公安部
123号令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闯
红灯一律扣6分，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记12分。新规对校车、大中型客货车、
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型驾驶人的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了记分分值，
记分项由38项增加至52项。

新规新增内容有， 使用伪造和

变造校车标牌、校车超员20%以上记
12分，不按规定避让校车记6分等14
个涉及校车管理的记分项； 中型以
上客货车、 危险品运输车在高速公
路、 城市快速路行驶超速20%以上，
或者在其他道路行驶超速50%以上，
驾驶营运客车、 校车超员20%以上，
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等记
12分；疲劳驾驶载客汽车、危险品运
输车记12分。

公安部新规
明年1月1日起执行

闯红灯扣6分，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记12分

新增2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12月 16
日 ， 新兵在
开心地包饺
子 。 当 天 ，
武警湖南总
队直属支队
组织新兵举
行包饺子比
赛 ， 营造部
队大家庭的
温暖氛围。

吴建波
吴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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