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何国
庆）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
录取7月20日结束。 省教育考试
院今天提供的最新统计显示， 截
至20日24时， 本科一批实际录取
新生35789人 （含录取期间到位
的计划和追加计划） 比原计划的
31525人增加4264人。

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从7月12
日开始，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
共计216所。 录取的35789名新生
中， 文科 （含体育） 考生6887
人， 理科 （含体育） 考生28902
人。

今年本科一批考生志愿有效
性高。 我省继续实行五个平行志
愿， 各级招考机构和中学、 高校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考生高考志愿
填报指导， 考生填报志愿更加合
理和有效； 省教育考试院加强与
高校沟通， 控制投档比例， 各高
校提出的投档比例更合理。 据统
计， 本科一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
和投档比例应投32691人， 实际
出档32457人， 出档率达99.3%。

实行文化单科成绩位于全
省前万分之一的三本线以上考
生增加一次投档机会的政策效
果明显。 我省今年共有147名文
化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
一考生， 其中填报了本科一批
单科优秀考生志愿的74人， 按
此志愿实际投档62人， 录取34
人。 （下转4版②）

贷款利率市场化
释放积极信号

短期内难影响贷款利率定价，但长期
将倒逼商业银行加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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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文隆 何淼玲 王曦
通讯员 施泉江 向波

他累倒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却在人民群众心中矗立起一座丰
碑。 他， 就是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
局黎托派出所社区民警李杨。

近日， 中共湖南省委作出 《关
于开展向李杨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 7月18日、 19日， 记者走访李
杨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追寻一
个贴心为民好警察留下的足迹。

“李杨同志事迹感人，
是人民的贴心人、 好警察”

“你去休息， 我来录电脑。”
这是李杨最后的遗言。

回忆起5月10日凌晨2时李杨倒
下的一幕， 黎托派出所民警肖勇波
禁不住悲伤。

5月9日， 一场倾盆大雨突袭长
沙。 李杨带领二中队5名警察值班，
从早上接班到次日凌晨2时倒在工
作岗位上， 近18小时， 他们一共接
处警28次。 猝然倒下前的那一刻，
李杨在电脑中填写完最后一次报警
记录。

28份 《接出警案 （事） 件登记
表》 清楚地记载了每一次接出警的

详细情况。
5月9日11时15分， 第7起报警

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李杨赶到现场
后， 发现是一起厂房租赁纠纷。 经
李杨劝说， 双方同意自行协商解
决。 李杨回食堂吃饭， 12时31分，
一起盗窃案的报警电话响了,他立即
放下碗筷出警。

15时13分， 李杨又接到值班室

转来的一个电话， 说是边山村苏婆
塘组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 要求立
即出警。 李杨立马赶往边山村， 花
了一个多小时， 将纠纷调解好。

5月10日零时54分，茂华小区东
门保安报警称，一位疑似智障的老人
找不到家了。李杨带上年轻干警肖勇
波出警，将身上未带任何证件的老人
送到社会救助站。 （下转10版）

本报 “投资湖南” 前线采访组

盛夏， 三湘大地生机盎然。
湖南， 已成为八方客商投资兴业

的热土；
上海大众投资120亿元的汽车项

目在长沙隆重开工；
五矿有色投资30亿元在衡阳兴建

铜精深加工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筹备
中；

国药控股湘西公司以方便的医药
流通正造福边陲百姓……

6月底至7月中旬， 本报“投资湖
南” 前线采访组行走湖湘大地， 踏遍
14个市州， 进工地、 入园区， 访企
业、 下田野， 切身感受到大批国内外
知名企业纷纷入湘安营扎寨， 大批重
大招商项目相继在湘落地生根的喜人
局面。

投资湖南， 书写创富传奇

一粒小小的葵花子， 能有多大的
财富想象空间？

来自安徽的“洽洽” 食品公司，

就以这粒小小的瓜子为原料加工炒
货， 在宁乡经开区成就梦想： 洽洽食
品宁乡基地2012年投产时， 年加工瓜
子2万多吨； 明年底， 该基地年加工

能力可飙升至10万吨， 营业收
入超过14亿元。

在望城， 来自台湾的旺旺
集团， 1992年开始在此投资设

厂， 由此， 旺旺集团推开了在大陆的
创富之门： 以湖南为原点， 生产基地
和销售网络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 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日本、 东南亚、
欧美等地； 以食品起家的旺旺集团，
已逐步扩展到医疗、 酒店、 传媒、 地
产等众多行业， 成为国际知名企业集
团。

中国五矿， 这个位列全球企业
500强的央企， 2009年将投资目光锁
定湖南， 斥巨资重组湖南有色集团。
从2010年至今年一季度， 中国五矿在
湖南完成投资72.33亿元。 2011年，
总部设在长沙的五矿有色金属控股公
司， 其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

富士康(衡阳)工业园于2011年8月
奠基， 当年达产； 如今， 其年产值已
超过百亿元大关。

不断续写的财富故事， 引得投资
者结伴而来。

湖南省浙江商会会长徐文忠告诉
记者， 截至去年底， 有26万浙商在湖
南投资兴业， 涉及制造业、 房地产、
基础设施、 金融证券等多个领域， 投
资总额超过4100亿元。 （下转8版）

投资湖南正其时

7月19日， 龙山县八面山云蒸霞蔚， 蔚为壮观。 八面山位于龙山县里耶镇， 海拔1414米， 有 “南方草原”、 “湘西
屋脊” 等美誉。 曾祥辉 摄

人民的好警察
———追记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黎托派出所民警李杨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何艳） 染色体异常是
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 也是试管
婴儿技术中80%的胚胎无法发育
成健康婴儿的“罪魁祸首”。 今
天，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院长卢光琇发布消息称， 通过
全新技术确保植入子宫的是染色
体正常的胚胎， 该院诞生了世界
首批17个全基因测序试管婴儿，
为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优生” 的
福音。

卢光琇介绍， 染色体异常携
带者，他们虽然本人外表都正常，
但有不孕、自然流产、死产、死胎
或者生育先天性畸形、 智力低下
与发育迟缓孩子的高风险， 有的
夫妇每次妊娠异常胎儿的几率高
达50%以上。 现代社会女性结婚
生育年龄越来越大， 女性35岁以
后卵巢储备能力降低， 卵子中染
色体异常率高， 容易不孕和自然
流产， 染色体异常是辅助生殖技
术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如何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

率， 降低出生缺陷？ 卢光琇介
绍， 以往的技术是通过妊娠中期
抽取羊水进行产前诊断进行， 或
只能检测特定几条染色体是否异
常。 现在， 通过和深圳华大基因
研究院合作研究的全基因测序技
术， 医生在胚胎植入子宫前， 可
以筛除全部染色体是否正常， 确
保只移植染色体正常的胚胎， 避
免了以往发现胎儿异常后需要流
产的缺点， 可将染色体异常携带
者的试管婴儿成功率从35%提高
到70%左右， 同时降低流产率，
还能有效阻断染色体异常遗传病
在家族中的传递。

据悉， 首批共33对夫妇因习
惯性流产、 高龄或自身为染色体
异常的携带者接受这项治疗， 22
对成功妊娠， 15对夫妇生育了17
个健康孩子， 妊娠率达到66.7%，
抱婴率 45.5% 。 最大的孩子于
2012年8月24日出生， 今年7月8
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欧洲生殖
医学年会” 报道了这一成果并得
到国际认可。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央行19日发布公告称， 从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管制， 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0.7倍的下限， 由金融机构根据
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
平。 记者连日采访发现， 此举短
期内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有限， 难
以影响到贷款利率定价； 但长期
将对息差水平造成较大影响， 倒
逼商业银行加速转型， 提升管理
水平。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最新披露的湖南金
融运行数据显示， 上半
年我省金融机构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为7.7%，执行下浮、基
准和上浮利率的贷款比分别为
4.21%、30.09%和65.70%，贷款利
率上浮仍是主流。 多数分析人士
称， 在当前市场资金仍偏紧的情
况下，即便贷款下限放开，贷款平
均利率短期内不会明显下降。兴
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
出，贷款利率最终如何变化，取决
于贷款的供给总量和信贷需求者
的谈判能力两方面。 （下转4版④）

本报评论员

率先在中部地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中心任务， 是省委对全省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 我省加快全面小康
建设成效明显 。 但各地资源禀
赋、 地理人口和经济基础存在的
差距， 以及全面小康建设进展不
一、 梯次明显， 这仍是全省最大
的实际和省情。

这次， 省委全会提出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 ， 实行分类指导 、 协调推
进， 这是现阶段我省推进 “四化
两型 ”、 “四个湖南 ” 建设 ， 推
动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正视
区域差距、 务实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的重大举措。

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是做
好工作的基本途径； 同样， 实行
分类指导， 历来是我党推动各项

工作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
法， 其实质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
精神 。 全省122个县 （市 、 区 ），
21万多平方公里 ， 情况千差万
别， 各有特色优势。 因此， 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就必
须从实际出发， 分类施策， 不可
能用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个标准
考全盘。

分类， 是对差异的正视。 这
次 ， 省委将全省全面小康建设
分为长 株 潭 、 湘南 、 大 湘西 、
洞庭湖地区四大区域板块来布
局 ， 因地制宜 ， 明确各自发展
重点 、 目 标 任 务 和 时 间 进 度 ，
有利于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
全面小康建设统一起来 ， 更好
地发挥区域优势 ； 有利于把对
区域的 分 类 指 导 ， 与 市 （州 ）
对县 （市 、 区 ） 的管理有机结
合起来 ， 更好地调动市 （州） 的
积极性， 更好地落实全面小康建
设的责任； （下转4版①）

本报7月21日讯 （通讯员 易柯南
陈文平 记者 柳德新） 昨晚至今天， 石
门县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暴雨累计持续
15小时， 最大降雨达221毫米。 该县及
时预警， 科学应对， 没有溃垮一库一
坝， 没有因灾死亡一人， 洪灾损失降到
了最低程度。

降雨从7月20日23时开始， 自北向
南基本覆盖石门全县， 到21日14时降
雨基本结束， 累计平均降雨达88.9毫
米。 全县51个山洪预警自动监测站点
中， 有41个站点降雨超过50毫米， 其
中21个站点超过100毫米， 超过200毫
米的站点有3个。 夹山镇双龙村降雨量
最大， 达221毫米。

由于暴雨集中， 强度大， 导致当地
溪河猛涨， 多处发生小型山体滑坡、 泥
石流。 据石门县民政部门统计， 全县有
夹山、 太平、 维新、 皂市等20个乡镇
区场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达2.37万
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1.96万亩， 因灾倒
塌房屋7户27间， 有11座小型水库溢
洪， 15个乡镇一度停电。

在迎战特大暴雨过程中， 石门县充
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 提
前转移群众， 没有发生重大险情。 今天
凌晨1时， 根据县气象部门预报， 县防
指对全县防汛责任人及时下发天气预警
信息； （下转4版③）

持续15小时，最大降雨达221毫米

石门迎战特大暴雨
“零伤亡”

———投资湖南财富洼地·激情相拥

7月16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产业基地内， 工人在住友橡胶 （湖南）
有限公司车间生产汽车轮胎。 该公司去年7月投产以来， 达到日产轮胎5000条，
实现产值2亿元。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身边的�� 美丽
八面山日出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黎托派出所民警李杨（左）生前工作照。
（资料照片）

试管婴儿“优生”
获重大突破

已诞生17个全基因测序健康孩子，
成功率从35%提高到70%左右

着力形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新格局

高考���招生关注

本科一批
录取新生35789人
比原计划增加4264人，其中高校追加

计划2617人

———三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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