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宛如芙蓉绽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体封顶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黎方益） 今天上午， 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
成，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体结构按期实
现封顶。 随即， 工程转入钢结构施工和装修阶段。
明年底， 一座省内规模最大、 功能齐全、 具有国际
一流水平的文化艺术中心将投入使用。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总投资28亿元， 总建
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 于2012年10月开工建设。
由曾获得世界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扎
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 主体建筑采用花瓣造
型， 宛如一朵绽放的芙蓉花。

据介绍， 该艺术中心分为大剧院、 艺术馆和小
剧场三个单体建筑。 钢结构用钢量超过2.2万吨；
玻璃幕墙面积近7万平方米， 由13884块异形曲面
幕板玻璃组成， 每一块玻璃的大小尺寸都不一样，
最大块有15平方米， 重达1吨。

承建该工程的北京城建集团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项目经理赵换江坦言， 公司虽然参与建设了
国家大剧院、 “鸟巢”、 “水立方” 等大型异形建
筑， 但类似1万多块幕墙玻璃大小各不相同、 单块
玻璃最重达1吨的项目， 还是首次碰到， 对施工来
说是一大挑战。 目前， 施工方已在长沙设立专门基
地， 为艺术中心加工个性化幕墙玻璃。

该艺术中心2016年建成后， 可承接世界一流
的大型歌剧、 舞剧、 交响乐等高雅艺术表演以及
艺术展览和交流， 将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 功能
最全、 全国领先、 国际一流的高雅文化艺术殿
堂。

今天的主体竣工封顶特意邀请在工地工作时间
最长的40名工人共同完成混凝土浇筑， 现场所有
的掌声也送给为该工程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建
设者。

永兴12个民企
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88.1亿元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飞 陈建军）没有鲜花、没有氢气球、没有红地
毯……1月8日，永兴县云谷工业地产、天津正通工
业、海汇国际商贸城等12个民营企业项目,同时举
行简朴的开工仪式，实现今年项目建设“开门红”。

据悉，集中开工的12个民营企业项目总投资
达88.1亿元，全部由民资投入。项目涵盖9个工业
企业项目、1个工业园区配套项目和2个现代服务
业项目，涉及规划用地3000亩，预计建成投产后
可年创利税20多亿元。

从永兴民营经济发展规划中， 记者看到的是
一股“自我提速，加压奋进”的劲头。去年，该县完
成民营经济项目投资102.2亿元， 同比增长35%，
增幅居全省前列，民营经济均占全县GDP和财政
总收入的七成以上。今年，永兴牢牢抓住项目建设
这一“牛鼻子”，计划实现民营经济项目投资120
亿元，同比增长18%。

今年，永兴继续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借助
经济发展的集聚平台，实现大企业的“带动效应”。
县委书记袁卫祥告诉记者：“今年短短几天， 县里
已先后有26个民企项目开工建设，将为永兴建设
民营经济发达、结构优化、创新强劲的现代工业强
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企业融资
青睐成长板
省股交所推出成长板半年，

已有19家企业入驻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金慧 李治） 湖南股权

交易所今天迎来2015年第一场挂牌仪式， 益阳香
炉山黑茶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湖南省股交所成长
板。

益阳香炉山茶叶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 是
国家定点的民贸用品生产企业、 安化黑茶地理保
护标志八个生产基地之一。 作为最早进入欧盟市
场的湖南省黑茶企业， 该公司现有茶园基地1260
亩， 年产茶叶3000吨， 年产值5000万元。 “虽然
我们已经达到了入驻标准板乃至新三板的资格，
但是我们却选择了成长板， 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借
助股交所的平台， 按部就班地发展壮大。” 董事长
刘搏说道。

湖南股权交易所总经理易卫红告诉记者， 我省
有20万家中小微企业， 能够在沪深或者新三板上市
的寥若晨星。 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3+30”
的构成部分， 省级资本市场融资平台的门槛相对要
低。 湖南省股交所划分了标准板、 成长板和培育板
三大板块， 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合理地帮助
其选择资本市场的层级， 进行融资服务。 成长板是
去年6月推出的新板块， 合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都可以申请入驻， 实行推荐制， 目前已经有19家企
业入驻。 因无财务指标及经营年限要求， 很受企业
欢迎。

企业通过登陆省股交所成长板， 可以借助平台
迅速成长， 融到资金。 而省股交所将从规范治理、
股权激励以及商业模式的设计等方面， 辅导企业成
为一个现代化管理的公司。 经过2014年的调整，
现在的股交所挂牌企业已达到220家， 其中35家企
业顺利通过普通股、 优先股、 私募股、 股权质押等
方式实现了融资。

衡阳南岳机场
开通至上海航线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英

姿）今天上午11时多，一架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的客
机降落在衡阳南岳机场，标志着衡阳至上海（浦东）
航线正式通航。 这也是继去年12月23日开通至北京
的航线后，衡阳南岳机场开通的第二条航线。

据悉，衡阳至上海（浦东）航线由中国东方航空
公司执飞，每周一、周四往返。09∶25从上海(浦东)
起飞，11∶10到达衡阳；12∶00从衡阳起飞，13∶
35返回上海。经济舱全价1440元，最低折扣T舱240
元(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比衡阳至上海的
火车硬卧价还低。 记者了解到，1月8日至2月8日期
间，该航线每趟往返航班还特别推出16张“1元秒杀
票”（需通过网络参与“秒杀”），引来许多市民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周涛

【判决结果】
正当大家喜气洋洋跨入2015年新

年之时， 在高速公路上抢夺大巴车方
向盘的唐某却进了监狱。 他最近被隆
回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罪名
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情回放】
2014年7月12日， 邵阳县九公桥

镇塘洪村的唐某坐上了深圳至隆回县
的大巴车。 在大巴车行驶过程中 ， 唐
某因在车上吸烟与乘务员发生争吵 。
唐某觉得自己受了气， 便电话将此事
告知了其侄儿唐某方。 当载有39人的

大巴车行经邵阳县境内的九公桥服务
区时， 唐某要求下车。 司机黄某将车
开到服务区后， 发现有六七个年轻人
（唐某方带来的人） 在大巴车尾追赶，
其中有几个年轻人手里持刀。 司机黄
某怕出问题， 便加速离开服务区 。 此
时， 唐某继续要求司机停车并执意要
下车， 与司机和乘务员发生争执 。 唐
某跑到司机身边伸手去抢夺正行驶在
高速公路上的大巴车方向盘， 并干脆
直接坐到了方向盘上面， 造成大巴车
左右摇晃并险些翻车。 情况危急 ！ 车
内的乘务员及乘客合力将唐某从方向
盘上拉下来并控制。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曾宪锋说， 乘客抢

夺大巴车方向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情，关系到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唐某抢
夺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客车的方向盘并
坐在方向盘上， 造成车辆左右摇晃并险

些翻车，严重危害了车上数十名乘客的
生命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
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唐某于2013年12
月1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邵阳县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后刑满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
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法院综合以
上情况，最终判处唐某有期徒刑4年。

【温馨提示】
抢夺正在行驶中汽车的方向盘 ，

等于抢夺整车人的生命！ 遇事需理智，
鲁莽摔跟头。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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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杨开吉） 记者今天从省畜牧水产局
获悉， 推动湖南名、 特、 优水产上规模，
“水产湘军” 着力打造6大特色产业园， 探
索用工业理念发展现代水产之路。

发展高效渔业， 湖南以名、 特、 优水
产为抓手， 大力调整水产养殖结构。 目

前， 全省名特优水产品名副其实地唱
起了主角， 养殖面积占到六成以上，
产值占到全省的七成以上。

在“水产家族” 中， 衡东县的鳜
鱼、 大通湖区的河蟹、 华容县的黄
鳝、 张家界市的大鲵、 资兴市东江库
区的鲟龙鱼、 汉寿县的甲鱼等名特优

养殖均已成规模， 在市场上品牌日益响亮。
省农委、省财政厅以奖补的形式，专项扶

持衡东县白衣港水产公司、华容县同丰浃网箱
养鳝合作社、金琮汉寿甲鱼公司、雪峰大鲵养
殖公司、大通湖天泓渔业公司、资兴良美鲟龙
鱼开发公司等龙头企业， 按工业化的理念，创
建生态养殖园区，做大精深加工，打响市场品

牌，以龙头企业带动散养户，实现“建成一
个园区，带动一方发展”。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武深树）岁末年初，大通湖冬捕，单日
起网水产品30多万公斤。在东江湖、华容东
湖，一张张大网分隔水面，围网里鱼挤鱼。

丰产年成， 各地上报“人欢鱼跃”。
2014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710万亩，水产
品产量248万吨，较上年增长6%；全省渔业
产值达到335亿元， 渔民人均纯收入1.3万

元，增长近10%。
养鱼离不开水。过来一年，湖南雨水

多，水产养殖年成好，可谓“天帮忙”。在全
国淡水产品总量排行榜上， 湖南稳居前
五；6%的增幅，居淡水渔业主产省第一位，
显示湖南赶超步伐加快。

鳜鱼、黄颡鱼、黄鳝、龟鳖、小龙虾、河蟹
等名特优水产品养殖面积进一步扩大。据统

计，去年全省名特优水产养殖面积460多万
亩，新增近50万亩。名特优水产品多起来，
提升水产养殖效益，有力助推渔民增收。

年年有“鱼”，湖南水产品价格总体平
稳，居民菜篮子鱼鲜丰富。青、草、鲢、鳙
“四大家鱼”产量大，价格涨幅小，均价一
直在每公斤10元左右；鳜鱼、小龙虾、黄颡
鱼等名优鱼类市场需求旺盛， 价格上涨1

成以上。河蟹、甲鱼产量增加，消费更加大
众化，总体价格明显下跌。

深挖塘、多蓄水、放养良种，健康养殖
“人努力”。全省强化水产养殖的生产记录、
用药记录和水产品销售记录， 保障出产的
水产品质量安全。过去一年，部省两级例行
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检， 湖南水产品综合合
格率达98.5%，在渔业大省中名列前茅。

水中鱼挤鱼 起网沉甸甸
2014年，全省水产品产量年增长逾6%，增幅居淡水渔业主产省首位

“名特优”产值超全行业七成

1月6日， 凤
凰县凤凰古城北
门沱江河段施工
现场， 挖掘机在
清淤。 凤凰县正
对全长约3900米
的沱江河城区段
实施清淤及污水
管网维修改造。
麻正规 毛子诚

摄影报道

适应新常态 全力稳增长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高速公路上抢夺方向盘
唐某危害公共安全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