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1日晚， 汉寿县蒋家嘴派
出所接到王某报警， 称自己被抢走
3400元钱。 当晚， 王某在蒋家嘴集
镇与熟人胡某偶遇后请对方吃饭，
王在买单时露出了钱包内的数千元
现金， 胡起了贪心， 要王开车送其
回家。 当车行至军蒋公路四房湾路
段时， 胡突然用皮带勒住王的颈部
将车逼停， 抢得3400元后， 搭乘路
过的摩托车逃脱。 5月23日晚， 胡某
投案自首。

刘圣鸿
▲5月18日是安化县长塘镇蒋

坪村蒋隆兵老人的80岁大寿 ,在外
工作的儿孙纷纷赶回家， 准备大办
筵席。 但蒋老一改往日农村祝寿大
办筵席的习俗， 只在寿宴上摆几壶

热茶。 随后， 蒋老一行赶到克明学
校， 将儿孙给他祝寿的10万元钱全
部捐给了学校。

李保
▲5月16日晚9时许， 衡山县人

民检察院杨吉庆带领着治安巡逻队
行至沿江路大桥附近时， 忽然听到
有人大声呼救。 杨带领着几名民警
赶到湘江边， 只见水域中一名男子
正在浮沉。 杨率先跳入水中， 迅速
地游到正在下沉的男子后方， 搂住
男子上半身， 拼命往岸上游。 随行
民警也找来竹竿， 终于将杨吉庆和
男子拉上岸。 闻讯赶来的落水者母
亲哭诉说， 儿子姓廖， 即将参加高
考， 可最近迷恋上网， 当天晚上又
因为上网的事， 母子发生了激烈争

吵， 儿子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旷巍 王乐贤

▲5月23日，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
法院以开设赌场罪， 分别判处冯某
等5名被告人1至3年有期徒刑， 并处
7000元至60000元的罚金。 刚成年
的冯某， 家住岳阳市， 2012年3月，
他在该市岳阳楼区租住一室， 购买
了5套电脑设备， 聘请了同为“90
后” 的被告人董某、 冯某某、 黎某、
宋某4人， 大肆进行网络赌博活动，
仅半年时间， 冯某抽头获利30余万
元。 常德市鼎城区一网络赌客输掉
了大部分家当， 引发家庭纠纷， 其
妻向鼎城区公安局报警后案发。

高英明
专栏编辑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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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 今天在衡阳召开的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
透露， 衡阳综合保税区将于10月
封关运营， 并有望在2015年实现
年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

衡阳综保区位于白沙洲工业
园区兴业路以东， 总规划面积2.57
平方公里， 总投资额9.8亿元， 于
去年10月获国务院批准设立， 是
我省第一家综保区。

据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主
任曾义国介绍， 衡阳综保区建成
运营后， 将为衡阳市的外向型企
业带来“真金白银 ” 的效益 ：
“入驻综保区的企业可享受免税、
保税、 退税政策， 如， 境外货物
进入保税区， 实行保税管理； 国
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 实行退税；
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免增值
税和消费税。”

据了解， 富士康在2011年入
驻衡阳时就曾询问当地是否有综
保区。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富士康目前在衡阳加工的产品99%
出口国外， 入驻保税区后的一大
利好是过关、 通关可在区内实现
“一站式” 管理， 既方便快捷， 大
大节约企业成本， 又可提高出口
产品的安全。

近两年来， 随着富士康(衡阳)
工业园等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
欧姆龙的扩产见效， 衡阳特变电
工开展加工贸易， 衡阳的加工贸
易进出口额呈“井喷式” 增长。

目前， 衡阳综合保税区已完
成一期厂房9.5万平方米， 综合楼、
查验平台、 监管仓库、 围网、 10
栋标准厂房正在进行施工。 其中，
一期工程一端的衡阳公路口岸项
目主体工程及装修已经完成， 采
购办公设备后即可投入使用。

本报 5月 28日讯
（记者 唐爱平） 今天，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
祖 烜 ， 在 接 受 湖 南
（香港） 投资贸易洽谈
周 （简称“港洽周”）
媒体采访团集中采访
时表示， 一批极具湖
湘特色的湘瓷、 湘绣
作品， 将于今年6月在
“港洽周” 上集中展示
交易。

蒋祖烜向记者们
介绍， 近年来， 湖南
文化产业跨越式、 超
常规发展， 形成了文
化 产 业 的 “湖 南 现
象”， 广电湘军、 出版
湘军、 动漫湘军全国
闻名， 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 湖南省文化创
意产业有六大优势特
色板块， 即广播电视、
出版 、 演艺 、 动漫 、
新媒体和工艺美术。

蒋祖烜介绍 ， 湘
绣湘瓷作为湖南工艺
美术的代表， 将在港
洽周上精彩亮相。 届
时， 将有100多件湘绣
湘瓷精品， 参加港洽
周湘绣湘瓷艺术精品
展示交易活动。 其中，
湘绣将选出53件作品，
云集了杨应修 (已故 )、
黄淬锋(已故)、 周金秀
等8位国家级大师和8
位省级大师以及一大
批高中级工艺美术师

的湘绣经典艺术品和创新精品， 还有一
批以王雪涛、 毛焰等当代著名画家的画
作为蓝本刺绣的作品， 堪称中国湘绣最
高艺术水准的集体亮相。

参展的湘瓷作品， 八成以上也是由
国家级、 省级大师创作， 围绕贴近自
然、 贴近生活、 贴近时代的主题， 通过
大胆新颖的创意构思、 精湛巧妙的技法
工艺、 丰富多彩的品种色调， 真实反映
了当前湘瓷艺术的创作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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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下午， 长沙芙蓉国剧
场。 一台有歌有舞有剧的科普文艺节
目汇演热闹登场， 省科技活动周就此
降下帷幕。

短短一周， 3000多项科普活动在
三湘四水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
出动了数万名科技人员， 参与公众
1000万人次以上。 科普展览、 科普大
篷车、 专家下基层、 科普基地向公众
开放、 科技创新进校园等， 让公众近
距离接触科研活动， 享受了科技创新
成果， 感受了科技创新魅力。

“科技列车”进湘西，
深入乡村企业

将科普服务进行到底。 本次科
技活动周从北京引入了“科技列车”
进驻湘西， 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
送到湖南最偏远的社区乡村、 田间
地头和工矿企业。 5天时间里， 120
余名农业、 工业、 医疗和金融等领
域的国内专家， 深入自治州8县市及
湘西经济开发区的56个乡镇 (办事
处 )、 72个村 (社区 )开展实用技术培

训、 企业技术咨询、 科技金融对接、
医疗保健义诊、 科教电影展映等活动
169场， 直接参与人数2万多人。 同
时， 为自治州捐赠了汽车、 器材、 学
习卡、 科技书籍、 科教电影等科技物
资价值近1000万元。

在泸溪县武溪镇五里洲村， 蔬菜
是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50多名蔬
菜种植户围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教授
陈春秀等问个不停。 专家针对大棚建
造、 瓜果蔬菜育苗、 叶菜类蔬菜病虫
防治等关键技术， 手把手地进行了现
场指导， 并为种植户送来了肥料、 蔬
菜新品种和蔬菜修复药。

在凤凰县山江镇黄毛坪村,很多中
老年人有病在身。 得知北京妇产医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6家北京医疗机构
的教授集体出诊， 当地百姓早已汇聚
在卫生院等候多时。 石培付40岁了，
近几年一直都有头痛和腰痛的毛病，
解放军总医院张梅奎教授仔细查看了
他的病情， 并对他进行了健康指导。

内容设计创新，
传播渠道拓展

本次科技活动周在内容设计上又

有创新， 在传播渠道上又有拓展， 力
图吸引最大量的民众参与。 从地下的
宝石如何形成到地上的庄稼如何栽
种， 从如何吃得健康到如何合理用
药， 从如何防震减灾到如何开展发明
创造， 从电子商务的发展到税收系统
网络安全的维护……五花八门， 丰富
多彩。

科技活动周的重大活动之一———
中国 （长沙）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汇聚了全球顶级矿物晶体、 宝石和化
石精品。 全球仅存的完整始祖鸟化
石、 “海洋之心” 原石坦桑石、 全球
最大的自然金等全球罕见的珍品悉数
亮相长沙， 让观众在视觉享受中品味
地球的变迁。

在吉首人民广场的科普活动现
场， 一位姓肖的主妇说： “要是早看
到这份资料就好了。 去年， 我在一个
超市买的植物油是混浊的， 应该是劣
质油， 以后就知道不能买了。”

湖南科普网与各地科普网站联
网 ， 及时报道科技活动周情况 ，
还推出湖南科普网手机版 ， 通过
手机将民生科普知识直接传播到
公 众 手 里 。 第 一 次 开 通 了 网 络

“科技列车行”， 500多条微博引来
29万人次关注。

喜闻乐见，
激发青少年兴趣

科技活动周更注重走进青少年的
世界， 通过做实验、 听讲座、 看展览
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孩子们爱上
科学。

省科技馆组织了“科学也好
玩”、 “开心生态农场”、 “探索遗
传密码的奥秘” 系列科普活动。 汤
姆博士的科学趣味实验秀“水的N
次方” 实验让学生们直呼惊奇， 水
一瞬间结冰的实验吸引了很多学生
围观； 由不倒翁的例子引出了物理
概念， 并以科学实验的形式介绍了
物理中的一些常见现象， 如物体的
重心、 平衡度等。 孔明锁、 七巧板
这些中国古代数学游戏的起源及发
展， 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

在吉首第八小学崭新的青少年科
技创新操作室里， 学生们分组进行太
阳能动力模型操作实验。 这些与科学
实验亲密接触的体验， 将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创新的种子。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易禹
琳 王恺凝 ） 只花200元， 就能全
年不限次免费畅游长沙靖港古镇、
浏阳大围山森林公园、 株洲炎帝
陵、 韶山滴水洞、 娄底曾国藩故
居、 益阳茶马古道、 永州九嶷山、
张家界茅岩河漂流、 湘西芙蓉镇
等80余个景点。 今天上午， 由省
旅游局监制发行的“锦绣潇湘旅
游卡” 在长沙正式发布。 6位市
民代表获赠“锦绣潇湘旅游卡”。
这是继发行12301旅游服务卡后，
我省再次推出惠民旅游消费卡。

省旅游局局长张值恒表示， 作

为惠民工程， 此卡通过整合我省旅
游资源， 提供免费、 打折门票以降
低旅游消费门槛， 让更多老百姓参
与“国民旅游休闲”。 据悉， 截至今
年5月， 该卡已整合我省84个优质旅
游区（点）。 持有这张卡， 按每个景
点消费一次计算， 消费者可节省
4266元的门票费用。 除可享受81个
景点门票全免外， 还能享受张家界
武陵源核心景区、 崀山两处世界自
然遗产的特惠票待遇。 据悉， 目前
省旅游局正在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
力争将全省所有A级旅游区 （点）
全部纳入其中。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谢华兴 ） 省内拟上市
企业众多， 但面对上市审核节奏
放缓以及市场低迷状况如何应对？
今天， 由省政府金融办主办、 招
商银行承办的全省上市后备企业
投融资论坛提出， 要充分利用多
层次资本市场， 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企业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
的投融资方式。

据悉， 我省已确定湖南空港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59家企业为
2012年重点上市后备资源库企业，
今年的后备资源库企业名录还在
制定中， 将力求支持更多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省政府金融办介绍， 该论坛
是贯彻省委、 省政府开展“转作

风、 解难题、 抓关键、 见实效” 专
项活动部署， 开展“实打实” 银
企对接活动的第二场， 招商银行
的“千鹰展翼计划”、 香港市场上
市、 境外发债等对企业融资很有
针对性。 当前形势下， 要支持企
业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投融
资方式， 有境外业务、 符合境外
上市条件的企业， 可优先考虑到
境外特别是香港市场上市； 国家
级高新区的企业可利用“新三板”
扩容的机遇， 做好挂牌融资的前
期准备； 规模比较小， 但发展潜
力大、 创新性强的企业可通过湖
南股权交易所挂牌融资； 能够产
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 还可通过
深沪交易所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进行融资。

“锦绣潇湘旅游卡”推出
200元免费畅游81个景点

本年度省科技活动周， 3000多项科普活动在三湘四水精彩展
开， 让公众近距离感受了科技创新的魅力———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将科普服务进行到底

首个综合保税区10月运营
2015年将实现年进出口额破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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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上市后备企业达259家

5月 28日 ，
长沙市雨花区
圭塘街道美林
景园社区举办
“ 共 建 绿 色 家
园 ”活动 ，组织
小朋友用光盘、
空矿泉水瓶等
废弃材料制作
手工饰品，倡导
绿色环保。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