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城市因水而起， 因水而兴。
资水对于邵阳县城的百姓而言，
不只是母亲河， 更是发展之河，
希望之河。

冲出大山的资水 ， 从这里
开始以博大的胸怀和甘甜的乳
汁， 孕育两岸百姓 ， 繁衍资水
文明。 探源资水 ， 目的是让我
们感恩母亲河的过去 ， 了解她
的现在， 守卫她的未来 。 因为
她的健康， 是流域百姓世世代
代的生命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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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智 蒋剑平 周月桂
通讯员 陈新 刘飞

从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黄马界
下来的资水， 北上到达“都梁” 武冈
时， 溪流变成了百米宽的大河， 开始
有了确切的名字“赧水”； 赧水经洞
口、 隆回， 至邵阳县霞塘云乡双江口
村， 与来自广西的夫夷江汇合， 完成
了资水的发源， 全程长188.7公里。 资
水在邵阳县境内全长75.6公里， 从县
城西北面绕城而过。

历史上， 赧水被称为资水西源，
是资水干流的主源。 在去年国家水利
普查时， 赧水改名资水。

人类傍水而居， 城市因水而起。
公元前124年即汉武帝元朔五年，

长沙定王第七子刘义封夫夷侯， 在双
江口村以下5公里处的梅洲村资水边
建城。 流过梅洲村的资水平缓开阔，
西岸的开阔地足有数千亩， 全是玉米
和蔬菜， 几块麻石条垒成的拱门， 是
夫夷侯筑城的见证。

6月19日， 骄阳似火。
双江口村风头码头寂静安澜， 放

眼望去， 潮平江阔， 水鸟低飞。
上午10时， 从对岸驶来一艘机动

小船， 船上仅有一位过河客。 这是记
者从源头一路下来看到的第一艘船。
船主名叫银事生， 开船渡客， 1客1
元， 一天载客不到20人， 政府每月补
贴他400元。 60出头的银事生， 江边
生， 江边长， 几十年江边捞生活。 他
说， 现在过河的不多， 但没有人摆渡
就不方便， 他喜欢家门口这条江， 守
着不愿意离开。

一艘20吨位的机船缓缓停靠在风
头码头， 这艘船刚刚在上游5公里夫
夷江边的老县城蔬菜市场卸下了满满
一船蔬菜返回村里， 村里专门送菜进
县城的机船共有2艘。

我们的向导、 双江口村支部书记
张凯明介绍， 村里还有几条打鱼的小
划子， 每天天不亮就出江， 上午8时
多就收工了， 打上来的多是小杂鱼，
数量不多， 在县城很抢手。 现在打鱼
的很少， 都上岸种菜了。 双江口村是
县城的蔬菜基地， 冬时有800亩大棚，
眼下这个季节有1600亩露天菜地， 全
是有机蔬菜。 稻田实行稻菜套种。 村
里的有机蔬菜卖到了邵阳市以及沿江
的多个县级城镇， 种菜致富的多， 全
村2000多人有80多台小车， 50多户
买起卡车跑运输。

探源队员们穿上救生衣上机船逆
水南进， 在400多米宽的江面剪开一
路涟漪。 江风拂面， 清凉惬意。

限载30人的动力客船接二连三从
左侧顺流而下， 那是从梅洲村到老县

城的客船， 每天来回穿梭， 坐船的大
多是挑担到县城卖菜的菜农。

张凯明说， 村里距老县城不过5
公里， 大家不坐车， 坐船的多， 因为
坐船便宜， 单边只有5元钱， 坐汽车9
元， 有大件行李的还要加收行李费，
对于卖菜的菜农就划不来了。

船行不到千米， 3个江口跃然眼
前。 正前方的白鹭洲将夫夷江口一分
为二， 形成2个江口由东南注入资水，
江口水面宽百米有余。 从西南蜿蜒而
来的资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远看江
口狭窄， 是双江汇合的配角， 行至跟
前， 突见江面开阔， 足有300米宽，
水流湍急。

双江口水色分明。 夫夷江水黄泥
色多水草； 资水清澈， 但明显不如在
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清亮。 环保部门
负责人介绍， 这是经过多个城池留下
的印记， 是水中悬浮物增加了的缘
故。

邵阳县是农业大县， 工业基础薄

弱， 特别期待有工业项目落户增添财
力。 但为了保护好资水， 县里坚决忍
痛关停了邵阳县第一造纸厂等4家造
纸企业及邵阳市鲲鹏造纸有限公司的
蒸煮制浆车间； 关停了黄亭市燮鑫矿
业、 河伯乡石塘选锑场和白仓镇非法
采锑场； 取缔了邵阳县鹏程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硫酸镍生产线； 督促芳鑫金
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取消了硫酸镍生
产线。

环保部门提供的双江口水断面月
检测报告显示， 铬、 镉、 锰等重金属

检测数据为零， 氮硫化合物等30项指
标无一项超标。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邵阳
县因水而兴。 近年来， 县政府立足水
的资源优势开展招商， 共引进孔雀滩
电站、 邵阳南方水泥、 长阳铺汽配、
生物质发电等2亿元以上项目10个，
且都是高科技、 无环境污染项目。

在双江口沿资水上眺， 渣滩水电
站大坝赫然兀立。 上世纪80年代建成
发电的渣滩水电站， 是改革开放初期
我省兴建的第一批水电站之一， 装机
1.4万千瓦。 现在， 邵阳县境内资江干
流、 支流上已经有4座水电站建成发
电， 最大的是双江口以下的孔雀滩水
电站， 装机2.55万千瓦。 第五座水电
站正在规划设计中， 选址夫夷江
上。

水上架桥是拉动城市发展格
局的引擎。 就在我们身后， 一座
新桥横跨资水， 那是去年8月建
成通车， 连通317省道和县城环

城公路的双江口大桥； 同月， 夫夷江
上塘渡口二桥投入使用。 加上原有的
塘渡口一桥， 邵阳县城区周边5平方
公里范围内有了3座大桥， 2003年启
动的振羽生态新区、 2011年启动的夫
夷新城， 通过大桥紧密连在一起， 5
平方公里的老县城发展成了20平方公
里的新城， 屹立江边。

两任 《邵阳县志》 主编、 67岁的
唐畏保感叹地说： “邵阳县经济发展
总量跑在了其它邻县的前面， 跻身邵
阳市前三强， 资水的功劳不小。”

本报香港 6月 20日电 （记者
邓晶琎）今天，湘绣湘瓷艺术精品
拍卖会在香港落槌，一套名为“釉
下五彩毛瓷碗”的毛泽东专用瓷碗
被拍出800万元， 成为该场拍卖会
的“标王”。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许又声出席。

此次拍卖活动是“港洽周”主
题活动之一。 我省精心挑选了100
件湘绣、湘瓷赴港拍卖，其中不乏
现今和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
经典作品。在19日举行的拍品展览
上，不少收藏爱好者和香港民众纷
纷前往一睹为快。

在拍卖会现场， 来自香港、深
圳、湖南等地的收藏爱好者和企业
家竞相出价。 在湘绣精品的拍卖
中， 一位香港收藏家以220万元的
价格拍得双面绣座屏《山兽之君》。

随后的湘瓷拍卖更加激烈，一
套起拍价为720万元釉下五彩毛瓷
碗，最终以800万元的当场最高价，
被一位台湾收藏爱好者拍下。

据透露，本场拍卖会交易率为
69%，成交总额为2600万元。

许又声今天还分别出席了湘港
澳三地青年美术家作品巡展和湖南
（香港）战略性新型产业项目对接会。

本报香港 6月 20日电 （记者
邓晶琎）6月20日，在香港举行的港
湘金融合作推介会上， 摩根大通、
瑞士信贷、瑞士银行、汇丰银行、渣
打银行等60家金融机构齐聚一堂，
为湖南企业融资、 上市建言献策。
现场， 我省共发布了66个金融项
目，融资需求达136亿元。副省长何
报翔出席。

湖南特色产业项目受青睐
66个金融项目，其中金融机构

项目12个，有意向赴境外上市及引
进股权投资的项目53个。

一批体现湖南特色的传统产
业项目受到港商青睐。 如，立足我
省苎麻资源的湖南麻布仕服饰、中
南地区最大的油脂加工企业巴陵
油脂等就吸引了众多投行的目光。

桦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
建华一直在关注湖南。 他所在的公
司与远大住建、 隆平高科等企业保
持着深度合作。“我们与隆平高科准
备合作， 在南美洲的苏里兰投资农
业生态园项目。 ”江建华介绍，他们
还将和远大住建在苏里兰进行地产
开发，通过开拓苏里兰市场，逐渐将
港湘资本扩张到巴西等国家。

7家湘企欲赴港上市
从此次推介会上记者获悉，长

沙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益阳湘
运集团、 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公
司、 湖南麻布仕服饰公司等4家企
业，预备赴港上市。

“此外，还有3家公司正在走程
序，并有中介机构入驻。 ”省人民政
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企业上市处负
责人说。

据介绍，去年年底，国家证监
会发文取消内地企业赴港主板上
市“四五六”的条件。 即，净资产规
模在4亿元人民币以上， 融资规模
不低于5000万美元，年净利润不低
于6000万元人民币。

“大型国企比较容易满足‘四
五六’条件，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很
难从国家证监会拿到赴港上市‘通
行证’。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我省
有中联重科、 湖南有色等7家企业
在香港H股上市，“四五六” 条款取
消之后，对于民企境外上市无疑是
个巨大的利好。

记者了解到，湖南有色、时代
电气等在香港上市的合作机构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此次再次将
目光瞄准了湘企。

“企业在香港上市，最大的优势
是再融资能力。”安永华明合伙人谢
枫称， 香港能帮助湖南企业获得更
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及更丰厚的人力
资源，希望有更多湘企在港上市。

本报香港6月20日电 （记者
邓晶琎）今天上午，绿色宜居城镇建
设项目对接会在香港举行。 长沙市
推出了总投资为140亿元的浏阳柏
加智慧城镇项目， 吸引现场众多香
港投资商目光。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现场推介会共发布18个项目，
涵盖生态旅游综合体、 小城镇建
设、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和商贸
物流中心等，总投资150多亿美元。
其中，位于浏阳河生态经济示范区
的柏加智慧城镇项目，将打造与美
国“硅谷”、武汉“光谷”媲美的柏加
“智慧谷”。 项目主要为智能社区、
智慧生活、智慧环保建设，打造一
个辐射长株潭城市群的绿色生态
的宜居小镇。

浏阳市还将在柏加镇投资50
亿元，打造一个用地6100亩的园艺

交易博览园，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
1000亩的花卉苗木电子交易平
台。

“打造智慧城镇，首先要引进
一大批科技含量高、自主创新能力
强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然后再为
产业插上文化和科技的翅膀，实现
新型城镇化。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
市委书记曹立军介绍，项目落地后
还将引进5000名硕士学历以上的
高端科技人才。 目前，中国安防公
司旗下的安科智慧中国有限公司
正与浏阳市进行协议投资。

据悉，浏阳此次的香港招商推
介会，是浏阳今年十大招商系列活
动的重头戏之一。 下月起，浏阳还
将陆续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举
行新型城镇化、 健康食品产业、生
态经济示范区等专场招商活动。

本报6月2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汤笛声） 三
湘大地持续高温， 电力负荷
更是节节攀升。 记者今天从
省电力公司获悉 ， 20日，
国家电网公司供电范围内的
日最大用电负荷已达1900
万千瓦， 创今年入夏以来负
荷峰值； 高温期间， 全省日
用电量维持在3.8亿千瓦时
以上， 但目前全省电力供需
平稳。

今年汛期以来， 连续几
场大雨， 全省骨干水库蓄水
好于上年。 电力部门在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调度

下， 加强气象分析预测， 积
极开展流域水库群优化调
度， 合理安排水电机组运行
方式， 雨洪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 水电出力充足。

目前全省各大电厂电煤
库存高达503万吨， 按照现
在的电煤消耗量计算， 仅库
存电煤即可满足全省火电机
组30天以上
的 用 煤 需
求。

省电力
公司预测 ，
今年我省迎
峰 度 夏 期

间， 日最高用电负荷将突破
2200万千瓦， 日最大用电
量将突破 4.2亿千瓦时。 省
电力公司已做好电力迎峰度
夏准备， 全力确保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正常用电； 如有用
电故障， 请拨打当地电力部
门24小时服务热线95598，
供电部门将及时处理。

“太空授课”只是逗号
吴应海

由教育部、中国载人航天办、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神舟十
号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20日上午10时许举行。 通过航天员在
轨讲解和实验演示，帮助全国中小学生了解失重条件下物体运
动的特点、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等。

如果仅仅是让学生们掌握这些物理知识，显然是对“太空
授课”的误解，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如此隆重地推出“太
空课堂”，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发所有中小学生的太空
梦、科学梦、人生梦，撒下科学的种子 、幻想的种子 、创新的种
子，帮助他们点燃理想的火苗。

要让“太空授课”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仅仅
依靠这一节课的影响显然不够。 还需要千千万教育工作者，包
括所有父母，所有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有心人，一同接过神十航
天员手中的接力棒，呵护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给他们插
上想象的翅膀，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国家的梦想。

“太空授课”只是逗号，每个人都有责任，继续把逗号写下
去，直到永远。

资江

一江平阔绕城来
百件湘绣湘瓷在港竞拍

一套毛瓷碗拍出800万元
拍卖会交易率为71%， 成交总额

2600万元

多家湘企有意赴港上市
湖南在港发布66个金融项目， 融资

需求达136亿元

浏阳“硅谷”香港招贤
投资140亿元打造全省首家智慧城镇

6月19日，蓝天白云映衬下的资水清澈无比。 资水两股重要的分支赧水和夫夷江在邵阳县霞塘云乡双江口汇合，始称
为“资江”。 此时河面已有300余米宽，奔流不息，润泽湘中大地。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刘飞 摄影报道

三湘�����快语 日最大用电负荷1900万千瓦，日用电量3.8亿千
瓦时以上

全省电力供需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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