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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王露曼

湖南自古便有“九州粮仓”之称，
近40年来稻谷产量稳居全国之首。眼
下，湖南“大粮仓”正在迎来一场“建国
以来最大规模的”危仓老库维修改造。

日前举行的我省危仓老库维修改
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我省拟规
划投入16.9亿元维修改造粮食危仓老
库，新增有效仓容400万吨以上，全省
有效仓容达到1600万吨。

仓容紧缺仓库老旧 ，
“大粮仓”亟须维修改造

外墙有裂缝，内墙有水渍，这是记
者日前在浏阳市北盛粮库看到的一个
仓库。

作为一个县级中心库，北盛粮库
有三座仓库，但其中两座建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年事”已高，仓库外墙有
明显裂缝，墙漆也已经脱落，屋顶还有
漏水发霉的现象，仓库内没有一粒粮
食。粮库主任武鹤称，由于年久失修，
这两座仓库已不能用来存放粮食了，
只能改作他用。

北盛粮库辐射的周边8个乡镇每
年产粮3万吨左右， 而粮库唯一可存
放粮食的仓库现存有早稻2510吨，已
处于饱和状态，当地农民只得前往20
公里以外的粮库交售粮食。

“危仓老库的维修改造是一项大
工程，”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介绍，目
前，全省大部分农村一线仓库都比较
陈旧，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湘西南甚
至还有大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
苏式仓，已基本失去维修价值，处于待
报废状态。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大批仓库
虽已具备基本的配套设施，但离谷物冷
却、粮情检测、环流熏蒸、机械通风“四
合一”的现代化粮仓要求还很远。“对于

我们基层粮库，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武鹤说。

据统计，全省需一般维修仓容254.8
万吨， 占总仓容的16.8%； 需大修仓容
788.6万吨,占总仓容的52.1%；需功能提
升仓容991.5万吨，占总仓容65.6％。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粮食总产量
已增加到3000万吨以上，商品量1300
万吨左右， 年收购量近1000万吨，库
存量在850万吨左右。收购高峰期，多
数粮食主产区的有效仓容利用率接近
100%。 尤其是今年我省粮食销售不
畅，库存增加；早、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启动， 长粒、 短粒稻谷和常
规、优质稻谷分仓储存，各地不同程度
出现仓容紧缺状况。

“可以预计，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明
年仓容将出现较大缺口。”张亦贤说。

16.9亿元维修改造危仓
老库，有效仓容将达1600万吨

正值中晚稻的收购时节， 记者来
到位于长沙城北的湖南粮食集团，爬
上一座高大的圆柱形粮仓， 浓郁的稻
谷香迎面扑来，正是丰收的味道。

湖南粮食集团工程部负责人梁小
妹介绍，这种粮仓称浅圆仓，高25米，直
径30米，可储粮6600吨，目前这种浅圆
仓已经取代了占地面积大的平房式仓
库， 成为粮食企业储备粮食的首选。仓
库配备了计算机粮情检测、机械通风等
现代化设备，“粮食的进和出非常简便，
全部是机械化控制，不需要人工。”

近年来， 我省在粮食仓房建设中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作用， 作为
湖南粮食行业的龙头老大， 湖南粮食
集团拥有仓容105.18万吨，所
有仓房都做到了“四散”（散装、
散运、散储、散卸），全部实现现
代化管理， 应用了机械通风技
术和计算机粮情检测技术。

张亦贤介绍，近年来，我省

通过“中央财政补助为辅，地方财政和
企业自筹为主”的原则，积极筹措和科
学安排资金，推进仓库维修提质改造，
基本保证了政策性粮食收储的需要。
2010年至2012年，全省共投入维修改
造资金29047万元，完成一般维修、大
修和功能提升仓容分别达到442.7万
吨、139万吨、123.7万吨。

今年10月，财政部、国家粮食局
明确我省为中央补助地方粮食仓库维
修改造4个重点支持省份之一， 湖南
省、市、县所属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企
业全部纳入此次维修改造范围。

“这次我省仓库维修改造中央补
助+地方配套+企业自筹拟规划投入
16.9亿元， 一次投入这么多的资金进
行粮食仓库维修改造， 建国以来还是
第一次。”在日前举行的全省粮食危仓
老库维修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张亦贤表示， 此次我省仓库维修改造
的目标就是在全省基本建成“网络健
全、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管
理科学” 的国有现代粮食收储体系和
标准化、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及反
应迅速、保障有力的省储粮承储体系。

“我们的仓储不仅量小老旧，而且
布局不合理，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增加
有效仓容，还要优化布局，方便农民交
粮。”张亦贤介绍，“大修”将切实解决
当前我省粮食仓库布点过于分散的问
题，原则上以20公里为半径必须设置
一个库点。

根据规划，此轮“大修”将新增有
效仓容400万吨以上， 全省有效仓容
达到1600万吨，2014年秋粮收购前完
成维修改造任务，2015年底前完成改
扩建任务。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陈薇 ）
11月28日，湘籍作家陈利明的长篇人
物传记《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
邦》在京首发。该书描述了胡耀邦一
生的光辉事迹。 由“红小鬼苏区立

功”、“延安年华堪回首”、“勇闯禁区”、
“执掌共青团中央”、“整顿中国社科
院”、“组织领导平反昭雪冤假错案”、
“推进改革开放”等几大板块组成，共
60余万字，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陈利明，株洲人，国家一级作家，
长期致力于写伟人传记。 先后著有
《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王首道
传》、《谭震林传奇》、《陈独秀传》、《左
景星传》等10余部长篇人物传记。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吴希 ）
11月30日，萧劲光故居经过修缮后重
新对外开放。 海军副政委马发祥，海
军原副司令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
政委张序三，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
李有新，海军学院政治部原副主任朱
介元，海军原副参谋长王祖尧，副省
长、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省
政协副主席赖明勇等相关领导，萧劲
光家属及社会各界代表参观了故居。
省委宣传部将故居确定为“湖南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挂牌。

萧劲光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

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为民族
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卓
著功勋。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在中
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第十二届
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
常委。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
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
员， 第三、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03年1月4日， 萧劲光出生于
长沙市岳麓区天马山赵洲港， 并在
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学生时代。

故居坐西朝东，共有14间大小房屋，
2011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并开始进行修缮和复原陈列。
修缮后的故居， 保留了正堂屋、厨
房、织机房、过厅、母亲卧室、兄长卧
室、姐姐卧室等房间，展出了同时代
的生活用品。 故居东侧的两间厢房
内，50多幅珍贵照片生动再现了萧
劲光同志的生平事迹。 故居北侧设
立了一间遗物陈列室， 主要展出萧
劲光同志生前所用物品。

萧劲光故居修缮重新开放，是
长沙市丰富岳麓山景区文化内涵、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大举措。

省大运会首次
由高职院校承办

明年11月18日在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开幕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王开生）全省第10届大学
生运动会将于明年9月7日开始、
11月25日结束。开、闭幕式将分别
于明年11月18日、11月25日举行。
本届大运会由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承办。 这是记者从11月30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省政协副主席、长沙民政职院院长
刘晓出席发布会。

据介绍， 本届大运会将有95
个代表团，4000名以上学生运动
员参加各项目的比赛。与历届大运
会相比， 本届大运会具有如下特
点： 设置的竞赛项目为历届之最。
共设置了田径、游泳、篮球、排球、
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健美
操和定向越野、 体育舞蹈等11个
项目，其中体育舞蹈为新设。这是
首次由高职院校承办的大运会，比
赛裁判长全部由高校在本专业当
中具有高威望、高学历、高职称的
教师担任。

目前，大运会的主体工程长沙
民政职院体育馆主体结构即将完
工， 全部工程预计明年9月竣工。
建成之后，将成为目前长沙市容量
最大的体育馆。据悉，为办好本届
大运会，筹委会从即日起向社会征
集会徽、吉祥物、宣传口号和冠名
赞助商。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孙意国 唐龙海）11月29日， 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协调指导
下，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江西、西
藏、新疆7省（区）检察机关与中国水电
八局有限公司，在长沙召开跨省（区）
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 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游劝荣， 中国电建集团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陈永录出席并讲话。

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
发，建立跨省（区）企检预防职务犯罪
协作机制，是对企检异地工程建设领
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新途径的探索
与创新。会上，与会人员就水电八局在
7省（区）的重点工程项目中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达成共识，并就《中国水

电八局与七省（区）检察机关建立跨省
（区） 预防职务犯罪协作机制的意见
（讨论稿）》进行了研究讨论。

根据意见讨论稿之规定， 在跨省
（区） 预防职务犯罪协作机制框架内，
检察机关和水电八局主要针对水利
水电系统易发、 多发职务犯罪的重点
岗位、 环节和部位， 深入开展预防工
作， 努力从源头上防范职务犯罪的发
生。 重点围绕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内
部财务管理等， 及时掌握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 施工、 设备和材料采
购、资金管理使用、工程验收等关键环
节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 及时消除和减少诱发职务
犯罪的因素。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银洁 张觅）11月30日， 数字
中医协同创新高层论坛及中医药数
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研修班，在湖南中
医药大学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
孙、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等300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就中医数字化
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俞梦孙院士作了
《系统、生命、疾病、路线》的学术报告。
专家们呼吁，加快推进中医数字化，以
使中医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尽快走
向世界，造福世界人们。

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周小青
介绍，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精
神财富，中医、中药在治疗疾病、保护

人们身体健康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存在不少缺陷。现代科学要求精
确、细致，而中医无论是在病理表述，
还是在病因描绘、诊断结论上，都是描
述性的，很笼统、很抽象，与现代科学
精神难以一致。中药在给药时，各种药
材的结构、数量，也没有精细，难以说
服人，也阻碍了产业化的发展。

这些成为制约中医走向世界的障
碍。所谓“中医数字化”，就是要探讨现代
技术条件下的中医和中药，即利用数字
化技术， 将中医和中药进行具体化、形
象化、数字化，使中医和中药从神秘中
走出来，变得明白、透明，使其能让全球
人都看得懂、信得过、学得到、用得着。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在京首发

萧劲光故居修缮后重新开放

湖南粮仓迎大修

专家呼吁：加快推进中医数字化

7省（区）检察机关、中国水电八局

探讨建立跨省（区）
预防职务犯罪协作机制

12月1日，由萌达·蒙特梭利教育机构等单位主办的2013“蒙特梭利教育走进家庭”国际高峰论坛在长沙
举行。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等嘉宾就蒙特梭利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接轨等问
题展开精彩对话。 本报记者 王文隆 徐行 实习生 叶竞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