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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杨卫华）阴极铝板、铅银
阳极板为何使用寿命短？锌电解
系统直流电耗为何居高不下？近
日，省有色金属管理局组织行业
内8位知名专家， 深入湖南三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多家有色金属企
业，对企业提出的40个急需解决
的技术问题，一一解答，并指导
企业改进。

变“有色大省” 为“有色
强省”， 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不
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常会遇到
一些技术难题， 却一时找不到
好办法解决。 此次专家上门，
传经送宝， 针对氟、 氯的处理，
综合回收锗， 废水处理， 热能
综合利用， 铅锌选矿， 尾矿处
理， 熔铝环节节能设备、 炉体
耐火材料的选择等问题， 提出
了多项解决方案。 此外， 对企

业怎样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
加强环境保护， 做到绿色、 清
洁、 持续发展等提出了详细的
建议。

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党组书
记、 局长宋建民表示， 让科技
下基层， 充分发挥专家现场指
导、 咨询解惑的作用， 有利于
企业开拓视野， 提高技术水平，
提升管理能力。 以后要将这样
的活动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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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2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谢凡） 据省
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1至
4月， 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3%； 盈
亏相抵后实现利润386.53亿
元， 增长6.9%， 显示我省规
模以上工业总的保持良好的
效益。

数据显示， 我省国有企业
实现利润61.85亿元， 同比增
41.9% ；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
4.86亿元， 增长12.0%； 股份
合作制企业实现利润2.31亿

元， 增长21.6%； 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36.07
亿元， 增长24.0%； 其他内资
企业实现利润61.07亿元， 增
长22.6%。

前4个月， 我省在规模以
上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 38
个大类行业整体实现盈利。
盈利的大类行业中， 28个大
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其中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扭
亏为盈。 利润总额居前五位
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 烟草
制品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分别
实现利润54.64亿元、 50.52亿
元、 30.69亿元、 22.71亿元和
20.62亿元， 这五个行业共实
现利润179.18亿元。

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 大型企业实现利润130.98
亿元， 同比下降12.5%,但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8.9个百分点；
中型企业实现利润58.59亿元，
同比增长13.2%； 小微型企业
实现利润196.95亿元， 同比增
长23.0%。

电子信息工业
强劲发展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谢凡）据省统计
局今天发布的数据，4月份，我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44.6%；1至4月，增加值累计增长43.8%，出现了
强劲发展的势头。

4月份，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两个中
类行业中，电子元件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44.1%，通信设备制
造增加值增长1.7倍。1至4月， 电子元件制造增加值累计增长
31.1%，通信设备制造增加值累计增长2.1倍。

4月份，统计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中，近7成产品
产量同比增长。

电子信息工业的利润增速快于全部规模工业， 一季度，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6.98亿元，同
比增长47.7%；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2.28亿元，增长10.5%，
增幅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6个百分点。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银明） 记者今日从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 今年1至4月全省交通建
设投资完成129.34亿元， 完成全年计
划750亿元投资的17.25%。

据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明欣介绍，
今年全省将建成通车高速公路1000公
里， 新改建国省干线2000公里， 建设
农村公路7000公里， 推进26个水运重
点项目建设， 建成客货运站65个。

目前， 今年计划通车的12条高速公路
的土建工程基本完工， 后续工程招标全部
完成，已完成年计划投资的20.3%。今年还
准备实质性开工5条高速公路，计划新开工
6条高速公路，这11个项目均在加快推进。

前4个月，全省公路水路客运量、旅
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5.9%、9.7%；货
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8.45%、
12.5%。 工程质量和运输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受控，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5月25日，桂东县县城农贸市场边，邻居陈坤容和一名素不相识的男子，帮助刘述基“驶”上
小斜坡。刘述基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丧失行走能力，只能借助于手动人力三轮车出行。出家门
到谋生的农贸市场，是一条长约1公里、海拔差达50米的坡路，他“行走”得比较艰难。但他到县
城30余年来，几乎每天都有邻居街坊和路人助他一臂之力。 邓仁湘 摄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最近， 湘乡市棋梓镇居民
反映， 该镇乔峰大市场里有一
个农贸市场， 很多年来一直空
在那里， 小摊小贩仍是随意占
道经营。 后来， 城管为了应付
上级检查， 竟然把外面的小摊
小贩赶到乔峰大市场小区的通
道中经营， 其中， 杀鸡宰鸭的
摊点长期设在了居民楼下。 摊
主们用松香、 沥青宰杀鸡鸭，
鸡鸭毛、 粪便随意堆放， 使得
整个居民楼臭气熏天， 居民们
平时连窗子都不敢开。 居民多
次向棋梓镇政府及城管反映，
可一直得不到处理。

5月22日， 记者来到湘乡
市棋梓镇乔峰大市场。 市场处
于一栋居民楼下， 三面封闭，
远远望去如同是居民的停车
场。 市场里空空的， 市场管理
办公室的门也紧紧关着， 没有
任何人。 在市场周围， 有一些
卖小菜和肉的零散摊位， 而在
市场的入口处， 却是一个鸡鸭
市场， 四个长方形鸡笼成一条
直线摆放着， 有一中年女摊主
正在忙着给一只鸡去毛， 鸡
毛、 内脏随意地丢在地上。 附
近居民告诉记者， 现在受禽流
感影响， 买鸡鸭的人不多， 卖
的人也少了， 原来在这里杀鸡
宰鸭的商贩多得多， 弄得整个
通道臭不可闻。

鸡鸭市场的上方正
对着居民楼的窗户， 记
者看到， 这里家家户户
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
实。 二楼一家姓刘的女
主人无奈地说， 她刚生

育小孩不久， 尽管家中平时是
关门闭户， 但空气依然不好，
特别是在有风的日子， 只感到
恶臭一阵阵往家里钻， 稚嫩的
孩子常常哭闹不已， 并多次生
病进医院。

记者就此来到湘乡市棋梓
镇政府， 分管环境卫生的镇长
助理邓映华说， 居民投诉的事
属实。 他们也确实多次接到居
民的举报投诉， 并派城管多次
前往执法， 但收效甚微。 今天
将商贩们赶走， 他们明天又来
了， 镇里也为此头痛。

棋梓镇镇长龚志光告诉记
者， 乔峰大市场是2009年由民
营企业投资建成的， 其中的农
贸市场主要是为附近1万多居
民提供一个固定买菜的地方。
农贸市场一楼为市场， 二楼以
上为住宅。 由于租售费用比较
贵， 农贸市场至今只卖出两个
摊位， 一直空在那里。 事实
上， 在居民楼下建农贸市场也
确实不妥。 过去， 镇政府曾多
次与开发商联系， 想将农贸市
场整体盘下来， 然后将马路市
场全部搬进去， 但此举同样遭
到居民的反对， 谁也不同意将
农贸市场特别是鸡鸭市场设在
自己的楼下。 因此， 要从根本
上解决这个难题， 必须重新选
址建市场。 目前， 他们只能通
过不定期执法， 尽量不让商贩
们在居民楼下经营鸡鸭。

武广高铁
多趟列车晚点
原因系风刮树枝影响供电网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彭贵
阳)今日19时，记者在衡阳东高铁站准备乘坐列车
G6118前往长沙时被告知， 列车因晚点不能按时
发车。记者随即联系广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了解到，
晚点系树枝刮至供电网， 铁路部门切断电网以保
安全所致。

铁路部门解释，28日17时左右，受大风影响，
一些树枝被刮至武广高铁英德西站至清远站间
上、下行供电网，铁路部门为确保安全，立即切断
供电网供电并组织清理和检查。19时38分， 供电
网送电， 列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 受此影响，
G548、G76、G1146、G6001、G71、G531等上、下行
多趟列车出现晚点。

纪录片《百年湘雅》开拍
杨澜将全程参与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科
际）今天，30集纪录片《百年湘雅》开拍仪式在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举行， 同时启动了寻找湘雅故
事、手机湘雅文物活动，拉开了纪念湘雅百年诞辰
大型系列活动的序幕。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著名
主持人杨澜等出席开拍仪式。

2014年将迎来湘雅医学院的百年华诞。该片
将以纪实手法，以湘雅医学院建立、发展时间为轴
线，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感人故事为
节点内容，用编年体、纪传体两种方式展现湘雅发
展的百年历程与湘雅杰出人物， 著名主持人杨澜
将全程参与。

本报 5月 2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青） 5
月27日， 省委宣讲团分别在省
地勘局407队和怀化学院举办
宣讲报告会， 宣讲“自觉担当
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责任， 加快
实现湖南小康梦两型梦崛起
梦”， 受到热烈欢迎。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宣
传部理论处处长邓清柯担任报
告会主讲。 他以 《中国梦———
文化强国梦》 为题， 从“中国
梦： 好评如潮的‘中国好声
音’”、 “前夜： 最接近中国梦
的历史时刻”、 “文化强国：
托举中国梦的另一种力量”、
“追梦之旅： 文化软实力的昨
天、 今天、 明天” 等4个方面，
深刻阐述了“中国梦” 的科学
内涵和重大意义， 深入分析了
实现“中国梦” 的现实基础和
重要遵循， 并指出作为湖湘儿
女，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
改革开放、 弘扬湖南精神、 发
扬真抓实干作风， 积极投身到
湖南实现“小康梦”、 “两型
梦”、 “崛起梦” 的生动实践
中来， 共同托起伟大的“中国
梦”。

邓清柯生动活泼、 深入浅
出的讲解， 令在场的干部职
工、 师生深受感染， 获益匪
浅 。 省地勘局 407队工会主
席、 副队长邓平华说： “听了
报告收获很大， 中国梦是我们
所有中国人梦想的叠加， 中国

梦也为我们个人实现梦想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 我们要共同努
力， 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得
以实现。”

又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
波 通讯员 沈念） 5月28日，
省委宣讲团来到岳阳， 在湖南
理工学院演播厅举行“自觉担
当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责任， 加
快实现湖南小康梦两型梦崛起
梦” 报告会， 受到当地干部职
工、 师生欢迎。

报告会上， 省委宣讲团成
员、 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晨
光担任主讲。 他以 《实现民族
复兴的中国梦———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为题，
从“中国梦提出的背景、 什么
是中国梦、 如何实现中国梦”
3方面， 对“中国梦” 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解读， 生动具体阐
述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和重大
意义， 让与会者对省委、 省政
府提出“实干兴湘托起中国
梦”、 “加快实现湖南小康梦
两型梦崛起梦” 的新要求， 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湖南
理工学院学生杨漾听了报告后
说： “‘中国梦’ 对每一个中
国人来说既是一种期许， 更是
一种责任， 大学生应该自觉担
当责任， 努力将梦想付诸实
践。”

此前， 省委宣讲团在岳阳
县、 巴陵石化公司分别举行了
报告会。

本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施泉江 颜英华 记
者 何淼玲）今天下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湘浙警方联合破获“4·1特大电信诈骗案”的侦
破情况向社会通报。

去年12月以来，浙江省金华市等地连续发生
30余起假冒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系列诈骗案件，案
值达100多万元。为彻查此案，公安部刑侦局于4
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专案组，将此案定名为“4·1
特大电信诈骗案”。我省迅速成立了专案组湖南指
挥部，从长沙、株洲、岳阳、郴州、娄底等地公安机
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与浙江专案组一道，
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经侦查， 上述系列诈骗案件主要是以毛灿
（男，29岁，湖南双峰人）为首的犯罪团伙所为。犯
罪嫌疑人假借中国建设银行扩展业务名义， 以拉
横幅、发短信、打电话等方式，声称可以提供免抵
押、免担保低息贷款，诱骗受害人上当，一旦受害
人与犯罪嫌疑人联系， 犯罪嫌疑人即冒充建行业
务经理， 诱骗受害人开办建行银行账户并开通网
银业务， 同时让受害人在账号内存入30%至50%
的保证金， 随后嫌疑人在网上通过木马程序将受
害人的保证金划走。专案民警顺线侦查，发现我省
长沙、衡阳、娄底、常德等地还存在以朱剑（男，30
岁，湖南双峰人）、胡卫兵（男，38岁，湖南双峰人）
等为首的多个同类犯罪团伙，共涉及全国20多个
省市130多起同类案件，总案值650余万元。

5月28日零点，我省长沙、衡阳、娄底、常德等
11个市州的公安机关实施收网行动，共捣毁犯罪
窝点26处，抓获犯罪嫌疑人94名，破获诈骗案件
150余起，涉案总值1000余万元人民币，当场缴获
电脑、银行卡、手机等一大批作案工具，缴获赃款
赃物折合人民币300余万元。

经查明， 浙江境內诈骗案主要为毛灿犯罪团
伙所为，湖南境內诈骗案主谋为以朱剑、胡卫兵等
为首的多个犯罪团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陈建军 周瑾容） 4岁
的女儿和38岁的父亲相继被确诊
为白血病， 先后住进了省人民医
院。 记者今天从该院获悉， 发病
元凶可能是装修后室内空气污
染， 而且还是装修了8年的房子，
空气污染仍超标3倍！

8年前， 江先生 （化名） 在
长沙买了房子， 装修后， 一家人
搬进了新家， 4年后， 可爱的女
儿佳佳 （化名） 出生。 然而， 不
幸却悄悄降临。 2012年1月， 佳
佳出现感冒发烧症状， 吃药打针
不见好， 随后到医院被诊断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今年4月，
蒋先生突然感觉疲倦乏力， 到医
院检查发现， 自己也患上了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家中没有类似遗传， 为什么

父女俩双双患上白血病？ 江先生
百思不得其解。 医生询问病史
时， “最近家里有没有新装修”
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请环
境检测部门对家里空气质量检测
发现， 住了8年多的房子， 空气
污染指标竟超标3倍！

白血病的确切病因至今未
明， 但医学研究早有证实， 长
期接触苯、 甲醛类物质人群患
血液病概率要高于普通人群 ，
三分之一的白血病发病与家庭
装修有密切关系。 专家介绍 ，
装修中天然石材的射线会损害
人体造血功能， 油漆 、 涂料、
粘合剂等含苯类物质， 被人体

吸收后可使DNA断裂和移位，
导致细胞癌变。

新居装修不可避免， 怎样才
能避免对人体的危害呢？ 医生提
醒： 首先要把好材料关， 尽量购
买环保材料， 从源头杜绝室内污
染； 新房最好开窗通风1至3个月
再入住， 平日注意室内空气流
通； 乔迁新居后若出现不明原因
的发热、 贫血、 皮肤紫癜、 牙龈
出血或鼻出血等， 一定要到医院
及时就诊。

据了解， 目前白血病的疗效
已有很大提高， 完全缓解率根据
不同类型已达到70%至90%， 只
要接受正规的治疗， 临床治愈率
也能达到50%至70%， 但早发现、
早治疗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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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 湘南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第二批重大项目推
进大会在衡阳召开， 湘南永
州、 衡阳、 郴州 3市共启动
114个重大项目， 投资总额为
951.19亿元人民币。

湘南示范区于去年8月启
动了首批92个重大项目， 现已
全部开工投产， 累计完成投资
161.68亿元， 超过项目总投资
的20%。

此次启动的第二批重大项
目中， 投资额10亿元以上的
项目15个。 其中， 投资规模最
大的为衡阳华耀城项目， 总投
资120亿元人民币。 据透露，
华耀城项目总建筑面积600万
平方米， 将打造成集商品交
易、 金融服务、 仓储物流、 酒
店办公和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

国际商贸物流基地。
据介绍， 湘南示范区自

2011年10月成功获批以来 ，
富士康 、 飞利浦 、 欧姆龙 、
台达电子、 五矿集团、 中化
集团、 等战略投资者纷纷落
户示范区， 产业配套项目相
继跟进， 产业集聚效应开始
凸显。 其中， 矿产品开采及
加工 、 装备制造 、 新型材
料、 电子信息、 服饰鞋帽加
工等产业， 逐步彰显出了较
强优势。

2012年， 湘南3市GDP、
实际利用外资、 外贸进出口分
别占据全省的20.4%、 26%、
23.2%。 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
到 30.03亿美元 ， 占全省的
47.1%。

省领导陈叔红、 何报翔、
武吉海出席推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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