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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朋友圈里谣言
“搬运工”

欧阳金雨

近日，长沙家长微信圈中流传一则“紧急通知”，称市
中医院王晓燕主任真心呼吁，小孩发热不要用尼美舒利颗
粒退烧药，已导致多例儿童死亡。记者走访长沙市中医院、
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所医院，均被告知，该院并无王晓燕
医生，微信所传消息系假消息。（10月21日湖南在线）

网络时代，刷微信、看公众号、逛“朋友圈”，日益成为
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信息大潮激荡下，也有暗流涌
动。 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就充斥着各种谣言。 这里有假
冒官方发布的“生活常识”，有哭爹喊娘求关注的“惊悚消
息”，有靠恐吓骗关注的“迷信段子”。各类微信谣言中，政
治谣言尤须警惕，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或捕风捉影，夸
大事实；或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或杜撰虚构，伪造事实，
推出一个个耸人听闻的谣言。 这些谣言，不仅“惑众”，更
欲“祸国”，其危害不可小觑。

信息时代，你就是一个自媒体，也有着“媒体责任”。
下次，看到上述类似“紧急通知”“惊爆消息”，不妨上网求
证一下， 朋友间去伪存真互相提醒一声； 面对种种 “解
密”、“内幕”，心里多个问号，不虚夸不妄传，谣言的生存
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前不久，国信办发布“微信十条”，用文明法治为微信
等即时通讯工具立规矩，可谓驱散谣言雾霾的“及时雨”。
在信息化的今天，作为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者，我们不要
做朋友圈里的谣言“搬运工”，莫为谣言的蔓延散布助力。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10月18日下午，长沙地铁2号线长沙火
车南站至光达站区间，因隧道渗水引发
线路故障，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工程技术人
员连日来的排查、监测及抢修,现故障

区间的设备设施已得到部分修复。
为更好地保障抢修期间的市民

出行需要， 自10月21日14时起， 长
沙地铁2号线望城坡站至长沙火车
南站区间恢复正常运营， 长沙火车
南站至光达站区间将另行安排列车

单线往返运送乘客。
与此同时， 长沙市轨道公司将

会在长沙火车南站增设导向标识，
并加派工作人员阿提供人工服务，
以引导前往光达站的乘客顺利完成
换乘。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秘鲁现有矿业项目仅覆盖了整个
矿藏的10%至15%， 仍有大量可行
的项目等待开发。” 秘鲁能源和矿
业部副部长基叶莫·希诺昨天在长
沙做了关于秘鲁矿业的演讲， 并
与湖南矿业企业进行交流， 邀请
湖南企业前往秘鲁共同开发矿业
资源。

秘鲁是世界上重要矿业国家之
一， 许多矿产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
重要地位。 产量居世界前5位的矿

产品有砷、 铜、 铋、 金、 锌、 铅、
钼、 铼、 银、 锡。 基叶莫·希诺表
示， 目前秘鲁矿业投资额已经超过
了600亿美元， 而且中期内该行业
产量将翻番。

近年来， 湘企在秘鲁的投资贸
易发展迅速， 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合
作也日益紧密。 2008年6月， 湖南
籍企业家创办的庄胜集团进军秘鲁
矿业， 在秘鲁组建了从探矿到采矿
的一系列机构， 并与418地质队、
中南大学等结成战略发展伙伴， 为

矿产资源的开发提供了重要技术保
障， 目前秘鲁庄胜集团在秘鲁拥有
矿权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 我省黄
金集团正加强与庄胜集团的合作，
黄金开采项目进展顺利。

针对秘鲁众多的中小矿企拥有
优质矿山资源但缺乏采矿技术及设
备， 省商务厅表示， 拟推动湘企到
秘鲁推广矿山机械， 通过提供设备
换取矿权股份或矿产包销权等， 也
可以通过展销、 搭建矿山设备样板
企业等模式扩大矿山机械销售。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国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买
买提·艾克木）作为湖南省第12届文物（国际）博览会
的主要活动之一， 湖南文物首届专场拍卖会今天在
潇湘华天大酒店开始预展，展期2天，将于23日下午1
时开槌。

本次拍卖会， 湖南省文物总店特地调出库存珍
品，并从民间征集到一批珍贵文物。 参与拍卖的文物
共453件，其中瓷器102件、玉器146件、杂项133件、书
画72件。

据介绍，瓷器以官窑为主，为各个时期的典型代
表器物，如清乾隆青花海水龙纹盘等；玉器以元明清
和田白玉为主，琢工精致；明清时期的青铜造像和唐
卡，风格多姿多彩，具有很高艺术价值；书画主要出自
湖湘人物之手，有曾国藩、陶澍、郭嵩焘、何绍基、谭延
闿等人的对联，曾熙、娄师白、杨应修等人的绘画。

拍品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一
封信函原件。 这是毛主席在1954年写给原湖南第一
师范学校校长张干的亲笔信， 信札为竖式6行和8行
的两张纸，错落有致的草书，运笔豪迈奔放，具有极高
收藏价值。

本届博览会由湖南省文化厅、 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湖南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总店、华声在线承
办，共举办7大活动，其中文物交流会将于24日在湖
南省文物总店开幕。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记者 邓晶琎 孙振华

港口， 联通内陆， 通江达海， 往
往被视为“物流全球” 的重要节点。

9月25日出台的 《长江经济带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中， 岳阳港、 长
沙港被列为加快建设的重点长江港口。
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两大“黄
金码头”急盼借力再上层楼，以实现“物
流全球”的目标。

今年8月，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新港
与岳阳城陵矶港调研时强调，要站在全
局的高度，统筹规划港口开发建设和水
运发展；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大力支持
岳阳城陵矶港和长沙新港开发建设，科
学引导货源向重点港口集中，带动全省
水运加快发展。

外贸规模制约集装箱货源
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被视为当地

外贸经济的“晴雨表”。
据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湖南上半年

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17.1万标箱，
主要来源于岳阳和长沙两港。 其中，岳
阳城陵矶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0.6万标
箱，同比增长6.2%；长沙新港集装箱吞
吐量为5.4万标箱，同比增长28.34%。

“外贸货物大部分用集装箱运输，
因而港口物流经济发展与其所依靠的
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岳阳
城陵矶新港公司总经理徐忠诚介绍，城
陵矶港目前的集装箱吞吐量受制于岳
阳当前的外贸规模。 据了解， 岳阳市
2013年进出口总额仅占全省的1/40，在
全省14个市州排名第八 ， 是长沙的
1/15；是同为长江沿线地级市江西九江
的1/7、 安徽芜湖的1/8。 徐忠诚透露，

城陵矶港集装箱吞吐量中有逾半数为
中转运输，“也就是说，从城陵矶港始发
的集装箱数量并不大。 ”

地处长株潭经济核心地带的长沙
新港，货源则相对充足。 据长沙新港统
计， 目前湖南60%以上的出口集装箱都
是从长沙新港的集星集装箱码头发运。
作为始发港，长沙新港集装箱的“含金
量”更高，效益更好。

据了解，长沙新港是上港集团目前
在我省唯一合作投资的港口。 当初在岳
阳和长沙两者中之所以选择与长沙新
港合作，主要是相中了长沙新港地处长
株潭城市群的区位优势，集装箱货源集
中，相应的物流配套与金融商贸优于岳
阳。

长沙新港公司董事长唐忠良认为，
根据长沙和岳阳两地产业类型和产业
聚集度，两个港口应形成差异化经营和
错位发展， 共同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

急需打通江海直达
“最后一公里”

9月1日，城陵矶口岸正式启动“启
运港出口退税”政策。 这意味着，此后从
城陵矶港报关出口，由水路经上海洋山
港中转离境的集装箱货物，只要经确认
离开城陵矶港，即视为出口，马上可办
理退税。 这可为企业外贸节省大量成
本。 然而，这一政策优势却并未给城陵
矶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带来立竿见影的
利好。

“目前尚未开通从城陵矶到上海洋
山港的直航航线，企业货物出口只能先
到上海外高桥港，再转至洋山港；而武
汉已开通至上海洋山港的直航航线。 时

间、费用一比较，一些企业更愿意去武
汉港中转。 ”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总经
理徐忠诚感慨，就是因为“最后一公里”
不畅通，城陵矶港只能“望洋兴叹”。

“岳阳-洋山”直航航线之所以未能
开通，与目前的航道和船型有关。 徐忠
诚解释，能够通行该航线的运营船舶必
须为江海直达货轮，即，货轮从江上到
海上可直接通达，中途不需经其他港口
中转货物。 而我省货轮都只能在内河通
航。 徐忠诚透露，城陵矶港正在长沙、益
阳、湘潭等地船舶厂赶制一批江海直达
货轮。

另一原因则源于航道不畅。 目前，
城陵矶至武汉航道的通航能力低，枯水
期深度仅3.5米左右，3000吨级海轮仅
能季节性通航；而武汉阳逻港水深6米，
可通航万吨级船舶。“建议相关部门加
大长江中游航道疏浚，将武汉至岳阳的
海轮航道维护水深提升到5米以上。 ”徐
忠诚说。

长沙新港也同样受到航道困扰。 唐
忠良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航道整治
力度，维护航道的常年正常通航能力。

不过， 对长沙新港的一大利好是，
随着湘江长沙至城陵矶2000吨级航道
整治工程今年底建成投入使用，湘江长
沙至城陵矶航道在枯水期也将保证有
2.5米以上的水深。 这意味着，该航道可
常年通行2000吨级大型船舶，长沙新港
的货运量有望“水涨船高”。
渴求政策支持和航班补贴

根据省政府2011年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快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
到2020年，湖南水路货运量要占总货
运量的20％左右。 唐忠良直言，要实

现这一目标， 必须加大对水运的政策支
持力度。 唐忠良认为， 水运社会效益显
著，但水运企业经济效益并不高，还需给
予政策和资金的扶助。 如，税制改革（营
改增）后，港口企业因抵扣少导致税负率
增高，加重了负担，建议考虑给予减免或
补贴。

另外， 长沙新港部分进出港口货运
车辆， 也期盼开辟“绿色通道”， 为港
口货物的集疏运体系提供支持。“受长沙
城区交通限制影响， 长沙新港进出口车
辆白天不能走城区通行， 全部集中在晚
上， 极大影响了港口物流。” 唐忠良介
绍。

资金补贴政策也亟待落实。 据介
绍， 自2011年长沙新港开通“五定班
轮” 后， 极大地方便了长沙周边的企
业， 仅2013年“五定班轮” 就运行148
航次， 运输集装箱17513标箱。 但据参
运“五定班轮” 的航运公司透露， 数
年来仅得到过一次财政补贴， 影响了
航运公司的积极性。

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王文华则透露， 目前， 长江沿岸城
市都十分重视发展临港经济， 频繁出台
优惠政策， 给岳阳港口物流发展带来了
较大的竞争压力。 王文华建议， 我省应
继续对城陵矶至上海、 宁波等“五定班
轮” 航线给予补贴， 以提高航运公司的
积极性； 并建议对进出城陵矶口岸的标
准集装箱车辆通行费给予减免。

激发澎湃动力
逐鹿黄金水道

城陵矶港与长沙新港是长江流域名副其实的“黄金码头”，但目前受到货源、航道、航线等因素制约，
都喊“吃不饱”，影响了效益发挥———

“黄金码头”离“物流全球”还有多远
———湖南积极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观察之二

“五定班轮 ”， 即定装
卸港口、 定运输线路、 定班
轮船期、 定运输时间、 定全
程运价的集装箱货轮。 发展
“五定班轮 ” 可解决长期以
来港口货轮发航时间延期 、
有挂靠港、 航行时间过长等
问题， 受到货主的青睐。

目前， 城陵矶港已开通
至宁波、 南通、 太仓、 上海
的4条 “五定班轮”， 长沙新
港已开通至上海的1条 “五
定班轮”。

■相关链接

何为
“五定班轮”

秘鲁矿业向我省伸出“橄榄枝”

库存珍品与民间宝物相辉映

湖南文物首届专场
拍卖会23日开槌

娄底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巩固成果
把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张光武）今天上午，娄底市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省政协副主席、省委派驻娄底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武吉海出席并讲话。 武吉海
充分肯定了娄底市教育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
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整改工作要
继续加温加压，各项整改措施要落实到“神经末梢”，做到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不达目的不收兵、 群众不满意不销
号。 要认真推进从严治党，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巩固和
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娄底市有力
整治了“四风”痼疾。 全市共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的公
务用车180辆， 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面积195547平方
米，停建楼堂馆所12个，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10批次，
共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7个，压缩“三公”经费
4739.2万元。 特别是承办第十二届省运会和第九届残运
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始终突出群众参与和体育元素，做
到了既节俭又精彩， 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和普遍好
评。娄底市在扎实推进专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坚持把开展
活动与推进日常工作有机结合， 及时组织“践行群众路
线、扶助实体企业”活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破难题、过难
关。

株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总结大会强调

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飞黄）10

月20日， 株洲市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 省委派驻株洲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
组长谭仲池出席会议并讲话。谭仲池强调，信仰和宗旨时
刻要铭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务实清廉始终要坚守，
整风精神始终不可丢， 要认真总结运用好这次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推动形成改进作风的新习惯和新常态。

今年2月份开始，株洲市坚持“从严从实抓各环节、规
定动作环环到位；突出问题导向，边整边改成效突出；发
动群众广泛深入，收集意见突出集中；紧扣主题，聚焦‘四
风’，整风精神恢复发扬；整改务实，立章建制，两手过硬
相互促进”，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市
上下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叫停“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8处； 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464
个；调整清理办公用房19万多平方米；对全市192台超编
车辆公开拍卖、调剂，89台违规借车换车全部退回；压缩

“三公”经费25.8%；重拳整治干部人事和机构编制领域存
在的突出问题，清退编外聘用人员1404人，处理纠正“在
编不在岗”2143人；全市共查处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典型案
例36起133人。

长沙地铁2号线故障区间部分修复
望城坡站至长沙火车南站恢复正常运营

9月10日 ， 岳阳市老港
区仍有不少货船。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