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刘岳◎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日前在长沙召开的
2014湖南中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推进会传来消息， 我省重
点上市后备资源库企业已经达到277家。

我省自2008年建立“省重点上市后备资源库” 以来，
入库企业由65家增加到目前的277家， 上市后备资源日益丰
富。 但与发达省份比， 差距仍较大， 我省将继续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 鼓励和培育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比较丰富， 企业
可根据自己的特点、 规模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
如小企业不能单独发行企业债， 可以联合企业发集合债； 单
个中小企业不便于融资， 可以利用上下游产业链进行融资；
境内融资有困难， 可以到境外融资。

副省长张剑飞指出，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具有“融资周期
可控、 资金使用灵活、 发行门槛较低” 的优势， 而且不需要
中国证监会批准， 只要在交易所备案即可。 但我省企业知之
者不多， 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

本次会议由省金融办、 湖南证监局主办， 为400名优质
中小企业代表解读政策变化， 介绍融资工具和经验。

校媒合作 双双受益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请大学生阅评媒体

本报4月13日讯（徐琼 潘思名 向修竹）“老师，
我认为这条稿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4月
11日，湖南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佛冉，在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3月最好最差新闻初评会上，大胆地提出自
己的看法，引起参加初评的专家们注意。这是当天在
该校成立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学生阅评组”首次
新闻实训课的一幕。

去年， 湖南大学建起了国家级的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新闻传播学类大学生文科实践教育基地， 探索
校媒合作新途径，以推进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此次让
媒体的新闻阅评进入高校实践课堂， 不仅是湖南大
学新闻教学理念的全新拓展， 也是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走进高校、开门办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种积极尝
试。参与此次活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可通过撰写
阅评稿件，考量党报集团的新闻产品，更积极有效地
融合专业学习与新闻实践。

湖大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负责人表示，学
生阅评及其结果以后将逐步纳入“新闻评析”实践教
学课程体系，从而实质性地推进“实践教学课堂化，
课堂教学实践化”的新闻教学改革。

退休父母、两个儿子共助寒门学子

伍氏一门皆楷模
本报4月13日讯（谢作钦 张福芳 徐亚平）“我

这是第二次领取‘伍龙励学基金’，感谢两位退休老
师对我们寒门学子的关心，今后我将继续努力学习，
争取成为栋梁之材，回报社会。”4月10日，湘阴县一
中高二的小吴在拿到助学金之后说道。

“伍龙励学基金”首期金额50万元，是由湘阴县
一中退休教师伍平林、龙洛特夫妇2012年捐资成立
的， 每年向30名贫困学子发放， 每年助学金额5万
元。1961年从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就一直执
教湘阴一中的两位老人， 把毕生的精力和满腔热情
都无私奉献给了三尺讲台和学生。退休后，在从湘阴
一中走出去的两名优秀儿子伍继延、伍继志支持下，
成立了“伍龙励学基金”，用实际行动帮助寒门学子。

在励学基金发放现场，30名寒门学子向两位老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他们的谢意和敬意。两位老人
的小儿子、 长燃中阳燃气公司董事长伍继志表示，从
今年起将再出5万元助学金， 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石油
或者燃气专业的寒门学子提供帮助，并为这些学子大
学毕业后回湘工作提供就业机会。“感谢两位退休老
师、 感谢湘阴一中全体师生对我孩子的关心和帮助，
我的孩子在湘阴一中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收获了浓
浓的爱心。”高一学生小钟的母亲黄女士感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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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土地爷”
聂廷芳

如何种田， 成了当世大难题。 “现有的农业模式，
土地不喜欢， 虫子不喜欢， 草不喜欢， 农民也不喜欢。”
中国科学院科学家蒋高明， 办了10年生态农场， 坚决做
到 “六不用” ———不用化肥、 农药、 农膜、 除草剂、 添
加剂、 转基因之类现代农业技术， 有机农产品卖出了普
通农产品3至5倍的价钱， 成功将低产田改造成了 “吨粮
田 ”， 土地得到保护 ， 地力得到提升 ， 生态得到修复
（4月13日 《湖南日报》）。

老一辈的农民， 尊称土地为 “土地爷”。 笔者老家
宁乡县回龙铺镇一个小山冲， 有位老农叫卜玉生， 年近
七十， 把土地当宝贝， 拒绝施用化肥农药。 他不懂 “生
态农业”， 但他知道 “化肥农药污染土壤”、 “土地破坏
了， 就挽不回了”。 他用土杂肥种菜， 城里人人见人爱。
他种韭菜驱虫， 菜蔸是 “爷爷辈留下来的”， 算起来一
百多年了， 让参观者有幸见识了什么是鲜嫩脆香、 口感
妙不可言的原种韭菜。

从科学家到老农， 都把土地奉为宝物。 土地承载了
人类的生存、 繁衍， 养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楼兰考古
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麦； 史书记载， 我国最早种植
“五谷” 出现于商周时期； 澧阳平原发现的炭化稻谷 ，
距今9000年前； 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
稻， 更是距今14000年。 土地历经数千年、 上万年， 仍
能源源不绝地给人类贡献食物。 历史的长河中， 土地赐
予人类太多太多， 是哺育我们的真正伟大的 “圣母”。

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高产， 却对土地采取杀鸡取卵
式经营： 化肥， 使用量比建国之初翻了100多倍； 除草
剂， 破坏生物多样性， 以致人类不孕不育； 地膜， 燃烧
释放大量致癌物， 我国每年约50万吨地膜残留土壤中，
形成不透水、 不透气、 难降解的 “白色污染”； 喷洒农
药， 农田里蚯蚓、 益虫几乎绝迹……

拯救土地， 挽救地力， 不让千年沃土灯枯油尽！ 中
科院科学家蒋高明率科研团队， 建起占地150亩、 我国
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农场， 十年努力回报丰厚， 农
产品实现有机、 高产、 高收益， 小生态完全恢复： 农田
1立方米土壤里， 有上千条蚯蚓； 一盏诱虫灯， 一天平
均抓0.02公斤害虫， 4年前一天能抓到0.49公斤的害虫、
是现在的2450% 。 蒋高明说 ， 未来的高效生态农业 ，
70％的土地得到严格保护， 从此远离化学物污染， 中国
的化肥厂可以关掉50％而农产品不减产， 农药厂可以关
掉80%-90％而不爆发虫灾。

蒋高明了不起， 堪称仁人志士。 “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著
名诗人艾青名篇 《我爱这土地》， 艺术大师李默然深情
朗诵， 感染、 激奋了几代人。 土地是我们生存之所寄，
平安之所系， 幸福之所托， 我们必须敬畏、 热爱。 保护
土地， 趁早动手， 莫要等到地力崩溃、 子孙拍案的那一
天！

卫生惠民措施操作细则出台
对救治救助5000名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向贫困地区儿童发放营养包等9项惠民措施作了安排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4 月 11 日 ，
求职者带着孩子
在 找 寻 合 适 工
作。 当天， 长沙
市天心区青园街
道在青园社区举
办 “ 家 门 口 就
业 ” 专 场 招 聘
会， 特邀19个企
业提供 582个岗
位， 帮助辖区内
近 300名仍未就
业的居民在家门
口 找 到 合 适 岗
位。
本报记者 赵持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全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277家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具有较大利用空间

本报4月13日讯（记者 段涵敏）今年
初， 省卫生厅向社会公开承诺实施9项卫
生惠民措施 。 记者今天从该厅获悉 ，
《2014年卫生惠民措施操作细则》（简称
《细则》）已制定出台，对救治救助5000名
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向贫困地区儿童发
放营养包等9项惠民措施作了具体安排。
惠民措施的实施情况纳入省卫生厅对各
市州卫生局、厅直各医疗卫生单位的年度
综合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接受社会咨询
和监督。

32种大病报销超8成
今年， 我省将继续落实好原有20种

农村重大疾病救治保障政策。其中，14岁
以内符合治疗指征的农村儿童先心病（室
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
动脉狭窄、主动脉缩窄、法洛氏四联症、完
全性大动脉转位）全面实施免费救治；14
岁以内的农村儿童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临床规
范化治疗新农合政策规定报销比例90%，

最高可补15万元；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
癌）、终末期肾病、耐药结核病、重症精神
病（精神分裂、分裂性感情障碍、偏执性精
神病、双相障碍、癫痫、精神发育迟滞）的
新农合政策报销比例提高至80%；农村聋
儿人工耳蜗植入抢救性治疗按6.72万元/
例予以报销。

此外，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友病、急
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肺癌、食道癌、胃癌、
结肠癌、直肠癌、艾滋病机会性感染、Ｉ型
糖尿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12种新增的农
村重大疾病其新农合规定政策报销比例
提高至80%以上。

25个贫困县婴幼儿享营养包
我省今年将在武陵山区20个县、罗

霄山区5个县，实施“婴幼儿营养促进”项
目。具体为龙山县、永顺县、凤凰县、花垣
县、泸溪县、安化县、城步苗族自治县、隆
回县、新宁县、洞口县、慈利县、桑植县、石
门县、新化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会
同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

茶陵县、炎陵县、汝城县、桂东县、安仁县。
营养包发放的对象是项目县农村6至24
个月龄所有的婴幼儿。全省每月至少完成
9.5万名儿童任务数。

项目启动时，为6至18个月龄婴幼儿
每天提供1包营养包，至24个月龄。项目
实施期间， 满6个月的婴儿即纳入发放对
象，满24个月龄的幼儿即停止发放。营养
包发放流程具体为：首次发放时登记婴幼
儿信息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发放营养包
和《营养包使用手册》，家长在领取记录表
上签字确认；讲解营养包的作用和食用方
法；告知下次发放营养包的时间。营养包
发放期间询问食用情况及接受程度，核实
服用量。

近80万名农村妇女免费
筛查两癌

今年，我省将为75万名35至64岁农村
妇女免费进行宫颈癌检查，为4.8万名35至
64岁农村妇女免费进行乳腺癌检查。

农村妇女宫颈癌免费检查项目县区

共有36个，包括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
茶陵县、平江县、湘阴县、华容县、鼎城区、
石门县、桃源县、衡阳县、衡山县、祁东县、
安化县、桃江县、沅江市、邵东县、新邵县、
邵阳县、娄星区、新化县、桂阳县、宜章县、
汝城县、祁阳县、新田县、江华瑶族自治
县、芷江侗族自治县、沅陵县、麻阳苗族自
治县、洪江市、永定区、慈利县、保靖县、凤
凰县、永顺县。

农村妇女乳腺癌检查项目县共有24
个，包括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湘潭县、
湘乡市、株洲县、茶陵县、岳阳楼区、衡东
县、衡山县、耒阳市、邵东县、新邵县、湘阴
县、平江县、澧县、桃源县、涟源市、安仁
县、祁阳县、江华瑶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
治县、桑植县、凤凰县。

按照要求， 各项目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村民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登记辖
区内符合检查条件的适龄妇女，并动员其
检查，签署《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
组织安排受检对象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
簿到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