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生物柴油研发技术全国领先
良种能源林基地达10万亩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申福春）记者从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第四届生物质能源技术国际会议获悉，
湖南的生物柴油研发技术全国领先，未来有望在不与粮食
作物争抢耕地的基础上，依靠木本油料植物生产出相当数
量的生物柴油，减少对石油等一次性能源的依赖。

通过酯交换工艺，把动植物油加工成再生性柴油燃料
即生物柴油。这种生物质能源具有可再生、环境友好和多
效复合等特点。湖南水热条件优越，土地资源生长潜力大，
油料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前景广阔。

湖南省林科院经过20多年的攻关，在生物柴油领域取
得诸多成效：选育出能源油料良种作物光皮树优良无性系
6个，并制定了栽培技术行业标准，目前推广良种能源林基
地达10万亩；开发出先进的低温制油技术，以及原料广适
性的生物柴油清洁生产工艺，并初步实现产业化，其中的
关键技术位居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湖南省未名创林生物质能源公司依托省林科院技术，
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资5亿元，用于长株潭地区的生物
柴油封闭运行试点和推广。

湖南省林科院提供的资料显示， 仅利用全省冬闲田和
部分未利用土地，种上马铃薯、红薯、油菜或其他能源木本植
物， 每年就能在不与粮食作物争抢耕地的基础上生产上亿
吨生物质。

浪费粮食 增加能耗 损失营养

大米过度加工现象普遍
省粮食局呼吁转变消费观念：选购大米

不能只追求品相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聪颖）省粮食

局昨天透露，目前市面上的大米普遍存在过度加工现象，既
浪费了粮食，又增加了加工能耗，而且大米的营养大打折扣。

大米是稻谷经清理、砻谷、碾米、成品整理等工序后加
工出来的成品。由于绝大多数人在选购大米时，只追求色
泽美观、通透白净，企业在正常加工程序后，不断增加色
选、抛光次数，以满足消费者对品相的要求。

在湖南粮食集团金健粮油（长沙）公司丁家岭米厂，记
者随手抓起一把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大米，发现这种米手
感较粗、表面呈灰白色，并不打眼。湖南粮食集团副总裁张
九龄告诉记者，这是米厂减少过度加工流程生产出来的大
米，健康营养，但这种米在市场上并不走俏。

张九龄介绍，丁家岭米厂开展大米适度加工后，色选和
抛光工序分别由原来的2次变为1次， 可使稻谷出米率由原
来的55%提高至65%，而且大米加工电费可由原来的50元每
吨降低至20元每吨；对消费者而言，适度加工最大限度保留
了大米的米皮，米皮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身体
健康非常重要。

省粮食局呼吁人们转变消费观念：选购大米不能只追
求品相，选择适度加工的大米，利国利民又利己。从今年
起，我省将进一步规范大米的产品开发、加工流程，鼓励企
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多开展适度加工。

（紧接1版①）该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为
高校毕业生搭建求职平台，他们在会前主动
与省内30多所高校对接， 组织相关专业毕
业生前来参会，如南华大学、湖南城市学院
等许多高校均由校方统一安排车辆组织学
生前来应聘。

上午10时许，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
到， 许多展位前都有求职者排起了长队。
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参会企业专门为2015
届高校毕业生准备了“特供”岗位。“我们
今年计划拿出900个岗位，面向全国50多
所高校开展校园招聘。” 中建五局相关负
责人刘先生透露，他们把此次专场招聘会
也纳入今年校园招聘会的计划之中，拿出
来的岗位基本是面向应届毕业生的。

在望建集团展位前，一位前来求职的
女大学生投上简历，企业方问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愿不愿意下工地？在得到肯定的
答复后，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收下了她的
简历。“建筑行业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应届
毕业生在投身这一行业之前，首先要对行
业有足够了解。” 采访中， 许多企业均表
示，能否吃苦耐劳是他们对应届毕业生的
基本要求。

（紧接1版②）“以前税务稽查， 一个企业一年要接受多次税
务检查，县里查了市里查，这个部门查了另一个部门查，纳
税人苦不堪言、烦不胜烦。”省国税局局长丁永安介绍，为改
变这一状况，省国税局借助信息化平台，创新税收风险管理
方式，一方面通过强大的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应用，掌握
到真实、全面的涉税信息，做到税务风险实时监控；另一方
面转变管理理念，积极提供纳税辅导等服务。税务部门与纳
税人之间“征、管、查”的关系，逐步转变成“你纳税、我服务”
的关系。

今年4月，我省出台《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企业纳税
人实施风险管理的规定（试行）》，对各业务部门进行整合，设
立风险管理办公室，统管所有风险管理事项与任务。建立集
中分析、统一应对和反馈的税收风险管理机制与平台，通过
大数据技术与税收风险分析模型，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分析得
出纳税人的经营状况、 交易对象与税收指标趋势等相关信
息，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质效。今年1至9月份全省共查补
入库税款19.7亿元。同时，创造性地提出实行纳税人“申请核
查制”，经纳税人申请后，主管国税机关核查后，出具风险核
查报告并注明结论。结论一经作出，各级国税机关各业务管
理部门均予认可，除举报、协查等特殊情况，该年度内不得再
对该纳税人进行核查。通过这一举措，“一年只查一次”真正
落到了实处。

近4个月来， 湖南国税系统已有42户企业主动申请税
务机关进行风险核查，共补缴税款1176.44万元。

（上接1版③）
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和帮助

下，刘爱的父母含泪签署了器官捐献志
愿书。“虽然是自己的儿子， 很舍不得，
但能让别人活下去，也是他的生命在延
续。”刘爱的父亲说。

根据就近、配型、病情程度及等候
时间等原则， 这7个组织器官均被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分配与共享系统分配到
湘雅二医院。 接受器官的分别是1位先
天性室间隔缺损合并继发性肺高压患
者，1位终末期肝硬化患者，2位肾衰、尿
毒症患者，2位眼角膜病变患者。

10月17日，11岁的刘爱走完了他
短暂的人生旅程。按照捐献志愿，医生
们摘取下他的7个组织器官。 捐献现
场，医生、护士，手持鲜花，肃立在遗体
旁，低头默哀，缅怀这位年轻的器官捐
献者。

医院组建“超强团队”，6
台手术同日开展

“将一位捐献者的心、肺、肝、肾、角

膜在同一家医院为病人实施移植手术，
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湘雅二医院副
院长、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袁运长介绍，
通常一家医院因不具备所有器官移植
技术，而要将捐献者的器官分配到几家
医院实施移植手术。

据悉， 该院是全国七家具备移植
心、肺、肝、肾、胰腺、小肠资质的医院之
一。为确保手术成功，医院召集了周新
民、胡建国、徐军美、齐海智、彭龙开、谢
续标、 陈百华等专家为首的“超强团
队”。

10月17日20时，一台心肺联合移植
手术，一台原位肝脏移植手术，两台肾
脏移植手术和两台角膜移植手术均告
成功。

6台手术中，难度、风险最高的是心
肺联合移植。该院心胸外科主任周新民
介绍，患者是一名23岁的女性，由于此
前曾接受过一次心脏手术，增加了移植
手术的难度。“这也许就是他们之间的
缘分吧。”周新民说，捐赠者和受赠者血
型相同， 就连体重和身高也相差无几，
手术非常成功。

全省共256人捐献器官，
数量位居全国前三

“我想代表所有接受捐献的病人及
家属， 对捐献者及家人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会更加珍惜生命，回馈社会！”移植
患者家属滕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含泪
对医院和捐献者表示感谢。

她说，32岁的弟弟身患尿毒症已两
年，疾病让她们一家人深受折磨，每年
在透析治疗上花费数万元。 机缘巧合，
她们收到了喜讯，最终手术成功，她十
分感谢这样的爱心人士。

袁运长介绍，湘雅二医院此前完成
的心肺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全腹
腔器官移植术后生存时间均创亚洲纪
录，其中心肺和肝胰联合移植患者均进
入术后第12年、第9年。

记者从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了解
到，我省自2010年9月正式启动人体器官
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共有256名“平民英
雄”捐献大器官660个，使652名重病患者
得到有效救治，捐献数量位居全国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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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敏坚

一场山体大滑坡，9栋房屋遭袭损
毁，却无一人伤亡，村民说大家的命是他
救的。他叫张显宦，今年61岁，是泸溪县
合水镇横坡村的综治专干。 10月上旬，
泸溪县委、 县政府发出向张显宦学习的
决定。

生死转移，挽救21条生命
7月15日，滂沱的大雨已经连续下了

两天。17时，张显宦冒雨来到后山排查隐
患。行至半山腰时，他发现一股泥浆从山
体中喷涌而出， 山上的植被随着泥浆快
速下滑。 凭经验， 他感觉要有大事故发
生。

“后山要垮了，屋里的人快出来，往
对面山跑！”张显宦一边拨通镇政府电话
请求救援， 一边火急火燎地跑回寨子发
通知。

不久，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张显宦带
着他们首先将寨里的5名空巢老人转移
出来，再挨家挨户地动员其他村民转移。
19时30分，寨子里的20位村民都转移到
了安全地带。

张显宦一点人数， 发现少了77岁的
张显金。他急匆匆地赶过去，张显金正在

家中做晚饭。
“老哥，菜莫炒了，快跟我走！” 张显

金却淡定地说：“怕什么，除非是地震，不
然屋里安全得很！”

天色越来越暗，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见好说歹说都是徒劳， 张显宦一把夺过
张显金的锅铲，背起他就往雨里冲。

两人刚走到安全地带，就听见“轰隆
隆”的巨响从背后传来，只见一条巨大的
黄龙倾泻而下，山脚的房屋瞬间被掩埋，
周围的电杆拦腰折断， 扯得电线火光四
溅。

见此情景， 张显金后怕地拍着张显
宦的肩膀说：“老弟， 要不是你把我拖出
来，我这条老命怕要埋在里头了！”

他家成了灾民“共同的家”
山洪过后， 看着被泥石流吞没的房

子和来不及转移的财物， 村民们欲哭无
泪。

第二天，县、镇两级政府送来了慰
问金和大米、肉、帐篷等救灾物资。但因
村民的炊具大都被泥石掩埋，帐篷又热
得没法呆， 受灾户的吃住都成了大问
题。

“我家没受灾，乡亲们吃住都到我屋
里去！” 张显宦又一次主动站了出来。于
是，9户受灾户除一户转投到亲戚家外，

其余8户18口人全部被他接回了自己家
中。

张显宦和妻子腾出两间厢房供老
人、妇女和小孩住，男人们就在堂屋打
地铺， 家里仅有的5床被褥他全部翻了
出来做乡亲们的铺盖。每一顿饭，张显
宦都要煮6公斤大米，炒4大盆菜，为了
让大家吃得好一点，他瞒着妻子把女儿
拜年时孝敬他的补品都拿了出来。看着
张显宦每天贴钱贴物地操持，乡亲们过
意不去，要把政府送来的救灾粮食搬来
他家，都被张显宦一一给退了回去：“我
家虽然不富裕，但比起你们来损失要轻
得多。”

安顿好受灾群众生活的同时， 张显
宦又带领村民组成抢险自救小队， 分发
救灾物资、清理杂物、修复道路、扶苗洗
苗，开展灾后自救。

只要他出马，没有做不通
的工作

横坡村坐落在大山深处， 作为一名
最基层的干部， 张显宦在这里奋斗了42
年。

1972年， 初中毕业的张显宦回村当
上了民兵排长，后任生产队长。当时横坡
村是贫困村，村里人多地少，大家要靠国

家的统销粮来接济，被称为“统销粮村”。
为了摘掉帽子， 张显宦带着大家上山开
荒造田，筑塘修渠，挖桐林、种油茶，并种
起了双季稻，几年光景，横坡村的经济收
入和粮食产量就翻了一倍。

1995年， 张显宦担任横坡村村委会
副主任兼调解主任。2007年，因年龄和身
体问题， 张显宦主动辞去了副主任职务
准备退休。可当时正值撤乡并镇，每个村
需配一名综治专干，村民们推举张显宦，
就这样“张专干”又干了7年。

综治专干负责全村的安全生产、法
制宣传和民事纠纷调解， 在张显宦的努
力下， 横坡村这三项工作每年都是合水
镇的先进。

梅光石和梅光田（均为化名）对张显
宦很佩服。去年，两兄弟因一点小事大打
出手，梅光田被打伤住院，梅光石家的房
门被砸得稀烂， 事后双方又为赔偿的事
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为解开两兄弟
的心结，张显宦多次上门调解，在他的耐
心劝说下，两兄弟达成和解，各自承担自
家损失，不再追究对方责任。

这样大大小小的调解，7年来张显宦
办了60多件。村民们说，只要“张专干”出
马，就没有做不通的工作。张显宦谦虚地
说：“乡里乡亲本身就没大矛盾， 理讲得
透一点，问题自然解决了！”

富了“脑袋”才能富“口袋”
我省以就业创业为导向， 创新方式

培训水库移民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彭如钢）今年54

岁的资兴市蓼江镇水口村水库移民刘庚文，曾经家徒四壁，
参加移民部门的技能培训后，大力发展规模种植业，如今一
年的纯收入达到40万元。 日前在郴州召开的全省移民培训
工作现场会上，刘庚文的“现身说法”让更多人坚信：移民要
脱贫，富了“脑袋”才能富“口袋”。

我省是全国水库移民大省， 目前246万余大中型水库农
村移民的人均纯收入， 仅相当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5%，脱贫致富任务十分艰巨。库区资源匮乏，生产环境差，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一方人。

经济扶持受益一时，智力扶持受益一世。只有通过智
力扶持，让移民掌握一定技能后实现转移就业、积极创业，
才能真正斩断“穷根”奔小康。省移民局对外出务工移民的
抽样调查显示，接受过培训的移民，月薪普遍比未受训移
民高出600元到800元； 而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受训移民，
月薪更是比未受训移民高出1200元以上；更有许多受训移
民成为种养专业大户，不但自己致富，还带动周边一批人
摘下穷帽。

省移民局局长颜向阳介绍，我省坚持以就业创业为导
向，创新方式积极培训移民，培训重心由实用技术逐步向
实用技术与就业技能并重转变。今后的培训，将积极对接
移民需求，开展“点菜式”培训，提高移民参加培训的自觉
性与积极性；对接库区产业发展需要，依托产业基地，开展
现场“体验式”培训；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为
移民就业开通直通车；对接院校优势资源，开展“定点式”
培训，确保培训效果。

10月18日上午，常德市政协、市人口计生委、大湖股份祖亮慈善基金举行“善德行”关爱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大型公益慈
善活动，100名计划生育特困家庭代表接受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捐助。现场捐助额达150万元。 卜云 摄

大山脊梁
———泸溪县横坡村党员张显宦挽救21条生命的故事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咚咚咚，咚咚咚……”今天上午，凤凰
县体育中心广场，208面红色大鼓，在
500多名苗族鼓手的齐声敲击下，发
出雄壮激昂的鼓声， 开场的《鼓动八
方》拉开了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
族文化生态保护节序幕。 省政协副主
席王晓琴出席开幕式。

此次文化生态保护节以“传承民
族文化精髓 培育民族文化产业”为
主题， 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
委、州人民政府，省文化厅，省民宗

委，省商务厅，省旅游局共同主办，自
治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凤凰县
委、凤凰县政府联合承办。

开幕式上， 湘西原生态民族文
艺表演———《神秘湘西》让现场成为
了歌舞的海洋。表演由《神地》、《家
园》、《薪火》三个篇章构成，节目全
部以湘西土家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主要内容进行创意编排， 是一
台既包含传统文化元素又极具观赏
价值的综合性文艺表演。其中，土家
族原始生态舞蹈《毛古斯》、苗族原

生态祭祀舞蹈《祈福》、具有“东方戏
曲艺术的瑰宝”美誉的大型戏剧《辰
河高腔·母子相会》等，让现场观众
陶醉和震撼。

自治州是土家族和苗族聚集地，
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厚重独特，有26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0
年10月，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挂牌， 是全国6个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也是湖南
省唯一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节开幕

“雅韵三湘”
单簧管旋律悠扬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陈薇）今晚8时，
在赵曾茂的动情吹奏下， 湖南音乐厅内响起
了悠扬、浪漫的单簧管旋律，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等联合主办的“2014雅韵三湘·艺苑
金秋之浪漫与唯美赵曾茂单簧管独奏音乐
会”拉开序幕。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单簧管教授赵曾
茂，同时兼任中国单簧管协会副会长、上海单
簧管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曾多次在美国、澳
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国举办音乐会，得到
广泛好评。今晚的演出，他带来了《奏鸣曲》、
《如歌的梦幻曲》、《幻想曲》及《五重奏》4个节
目。 单簧管这种神奇的乐器在赵曾茂的精湛
技艺下，游刃有余地切换在嘹亮明朗的高音、
清澈优美的中音和低沉浑厚的低音之间，为
观众带来了一次妙不可言的视听享受。

长沙地铁2号线
光达区间抢修渗水故障

部分区间运营临时调整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陈永刚）10月18

日15时左右，长沙地铁2号线火车南站往光达
站区间因隧道渗水引发线路故障， 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并立即组织
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抢修。

为保证抢修期间市民出行， 长沙市轨道
公司对地铁2号线部分区间运营作出临时调
整：即日起，望城坡站往光达站方向，列车在
望城坡站至沙湾公园站区间正常运行， 前往
杜花路站、火车南站、光达站3站的乘客需在
沙湾公园站换乘对面的列车抵达该3站。光达
站往望城坡站方向，该3站的乘客也需在沙湾
公园站换乘。届时，车站工作人员将在沙湾公
园站引导乘客换乘。

长沙市轨道公司表示， 因沙湾公园站至
光达站区间调整了运行方式， 延长了换乘及
候车时间， 请市民做好提前出行准备或改乘
其他交通工具。 由此带来的不便， 请市民谅
解。公司将全力以赴，确保尽快恢复全线正常
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