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华声在线 ：www.voc.com.cn
湖南日报社出版

新闻热线：96258星期五 乙未年二月初八

2015年3月 日今日12版 第 23661 号 27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刘
银艳 李文峰 通讯员 张斌 刘国
良） 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双
禽瓶”飘洋过海参展，荣获“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穿越百年
荣光，“扁豆双禽瓶”原产地醴陵，迎
来陶瓷博览会盛事。今天，中国陶瓷
艺术大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
览会（简称“瓷博会”）在醴陵·世界
陶瓷艺术城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许又声， 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陈君文，副省长黄兰香，省政协

副主席欧阳斌出席开幕式。
千年窑火，千年瓷都。 醴陵，素

有“湖南东大门”之称，风景优美，曾
被著名画家丰子恺叹为“碧水青山，
错认杭州”， 空气质量良好天数达
340天。 醴陵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瓷
都”之一，被评为“中国陶瓷历史文
化名城”，如今，在醴陵市郊，一座全
省地标性建筑———醴陵·世界陶瓷
艺术城为“瓷都”再添神奇魅力。 陶
瓷城整个建筑群以陶瓷器皿为建筑
外观，瓶瓶碗碗，坛坛罐罐，错落有

致，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为期
12天的瓷博会主题活动均在此开
展，更彰显此次盛会的大气雍容。

此次瓷博会，以“中国醴陵·瓷彩天
下”为主题，并通过中国陶瓷艺术设计
中心揭牌落户醴陵、40位国家级陶瓷大
师联盟作品展、3000余件中国陶瓷艺
术参评作品大展等16项高规格、高品质
的主题活动，打造了一场以陶瓷文化为
核心的交流盛会和视觉盛宴。

上午10时20分，许又声部长宣
布瓷博会开幕， 并兴致勃勃地参观

了特邀企业展区、 中国陶瓷艺术大
展展区、醴陵釉下五彩瓷展区、醴陵
炻瓷展区和醴陵陶瓷博物馆。

此次瓷博会，开辟11大展区，共
设有600余个展位，邀请了全国8大
陶瓷主产区200余家企业参展，展品
数以万计。

瓷博会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湖南省商务厅、
株洲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醴陵市
人民政府承办。 展会将持续至4月6
日，预计观展人数达30万人次。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文彬） 国家工信部今天
召开全国中小企业工作暨扶助小微
企业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湖南与江
苏、广东等省市作为典型，在会上介
绍了扶助小微企业发展的经验做法。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表示，积极应对
新常态，今年我省部署从七个方面扶
助小微企业发展，力度进一步加强。

2014年，我省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 服务企业稳增长， 全省中小企

业 、 非公经济增加值分别增长
10.8%、10.3%， 分别比全省GDP增
速快1.3、0.8个百分点。

今年， 扶助小微企业首先要做
的是，狠抓政策落实，营造稳增长促
发展的良好环境， 包括专场政策宣
讲、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建立
小微企业发展问题交办督办制度
等。同时，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支持小微企
业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提高创

新能力； 加强小微企业培训和管理
咨询，提升小微企业管理水平；加强
融资服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担
保难，加强中小企业融资超市建设，
新建10个以上融资服务站；举办境
内外系列对接活动， 帮助小微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 进一步减轻小微
企业负担， 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
清单， 严格推行权力清单、 责任清
单、负面清单，完善企业负担投诉举
报查处机制。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
“这个栏目对同龄人有很大的鼓舞和启
示作用” ,“以年轻记者之笔写年轻人
的经历， 采取平民化视角叙述， 新闻
贴近性强， 可读性好” ,“栏目选取的
对象都是有个性、 有故事的年轻人，
对我们年轻读者很有吸引力” ……3月
中旬， 在湖南大学， 一群新闻学专业
的大学生对湖南日报今年新推出的专
栏 《青春8090》 展开热烈讨论。

《青春8090》专栏 ,讲平凡人物故
事、以平等姿态讲话、用清新风格表达、
线上线下互动，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栏
目由湖南日报年轻记者担纲采写，采用
“人物通讯+人物漫画+人物名片” 的全
新形式， 讲述80后、90后年轻人的青春
故事，展示了当代青年的风采。 自今年1
月1日推出以来，该专栏已发稿件54篇，
讲述了54名“普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内心追求、不懈奋斗的故事，赢得了广
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共鸣。 浏阳市
一名年轻读者感叹：“‘青春8090’ 是我
们的栏目，感谢湖南日报为我们年轻人

提供了一个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
大学生程睿琪认为， 《青春8090》

专栏采用人物素描、 名片和故事来刻
画人物形象， 文风活泼生动， 贴近年
轻读者， 是报纸改进和创新的探索。
大学生李巧蓉说， 她个人很喜欢 《青
春8090》 专栏中的 《当家花旦二十
三》， 收入微薄的当家花旦们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花鼓戏尽心尽力地贡献着自
己的青春， 令人感动。

《青春8090》 专栏报道， 在湖南
日报微博、 微信、 网站、 APP客户端
等新媒体矩阵同步推出， 产生了更为
广泛的传播力。 被报道的青春人物湖
南卫视记者李特生感叹： 自从被湖南
日报 《青春8090》 栏目报道后， 朋友
圈都在纷纷转发这篇报道， 先后收到
不少亲朋好友的点赞！ 非常感谢湖南
日报对有梦想年轻人的关注。

据了解， 湖南日报 《青春8090》
专栏还将推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并
将对青春人物进行分类报道， 组织更
多的线下活动， 以形成品牌。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谢小青

又是一年春草绿。 再过不久，就是
清明节了。 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
镇沙堤村夕烟烈士陵园，长眠着80多位
革命先烈，其中一位疑似衡阳籍烈士黄
思东。 3月26日，籍贯衡阳的《福州日报》
记者张铁国给湖南日报记者打来电话，
希望能帮这位烈士寻找亲属，让他魂归
故园。

张铁国说，上世纪50年代，沙堤村
驻扎着福建省康复二院四所，收治的都
是伤情较重的解放军官兵。有80多位官
兵先后在医院去世，长眠于沙堤村后的
夕烟山上。 因年代久远，加上疏于管理，
夕烟山上烈士墓受损严重，仅黄思东等
10位烈士的墓有名有姓。

沙堤村村民赵善庆年少时家境贫
寒，在村里养病的解放军官兵常把省下
来的饭团等送给他们家吃。 为报“一饭
之恩”，2013年， 赵善庆发动村里5位老
人，在夕烟山上建成烈士陵园，将散落
在山上的烈士遗骸重新整理、 集中安
放，并将10块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重新

描绘竖起。
张铁国说，当地老人希望帮助这些

烈士寻找到家人。 因刻在石碑上的字迹
风化严重， 有些重新描摹的字或有遗
漏、或难以看清，有的还因当年刻墓碑
的人文化程度不高， 出现不少错别字。
黄思东的墓碑上隐隐约约显示着：二十
五军二二三团重炮连，河（湖）南省衡阳
县二区董家山， 一九四九年四月入伍，
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病故)，享
年二十九岁。

张铁国通过翻阅资料和采访相关
专家得知，河南省并无衡阳县，由此推
测墓碑上的“河南省”很可能是湖南省。
衡阳市地名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衡阳
县1952年撤区设县前，确实有一个“二
区”，就在现在的衡阳县岘山镇、井头镇
一带。 衡阳县也有一个叫“董山”的地
方，与董家山极为接近，由此推测，黄思
东可能是衡阳县人。

衡阳市民政局优抚科工作人员查
阅《湖南省烈士名录》，但未查到黄思东
的名字。 对方告诉记者，也有可能因年
代久远，烈士信息记载不全，导致名录
上出现遗漏。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奉永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通知， 决定将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40元和230元，
调价执行时间为3月26日24时。

据省物价局透露，调价后，我省93号
汽油零售价为7939元/吨、5.96元/升，下
调0.19元/升；97号汽油零售价为8389元
/吨、6.33元/升，下调0.20元/升；0号普通

柴油零售价为6185元/吨、5.34元/升，下
调0.19元/升；0号车用柴油(IV)零售价为
6555元/吨、5.66元/升，下调0.19元/升。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是国家
发改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的机制而
决定的。调价后，我省93号汽油在时隔1
个多月后，再次回到“5元时代”。

湖南扶助小微企业经验全国推广
今年从7个方面进一步发力

大美醴陵 大气瓷展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
暨湖南首届“瓷博会”开幕

3月26日，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在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开幕。 图为开幕式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何勇 摄影报道

成品油价下调

93号汽油重回“5元时代”

为有故事、有个性年轻人点赞

湖南日报《青春8090》专栏
获年轻人热评

福建福州夕烟山上， 长眠的烈士中有一位疑似衡阳县人，
当地老人希望帮其找到亲属， 让他魂归故园———

黄思东烈士亲属，
你们在哪里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今年头2个月统计数据表明，全
省投资结构得到改善， 投资主体继
续优化。应当注意的是，投资增速有
所放缓，前2个月全省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446亿元， 同比增长18.2%，增
速在预期之内，但同比回落4.6个百
分点。

就我省发展现状而言， 稳增长
关键还是稳投资。 投资、消费、出口
作为拉动我省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
车”，投资贡献率最大。 我省出口总
量不大，扩大消费有一个渐进过程，
显然，在一段时期内，投资对稳增长
将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因此，去年底
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必
须从我省实际出发， 继续扩大有效
投资，发挥好投资的关键性作用。

稳投资，钱从哪里来？ 今年，我
省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
元，实施50个重大工程，推进1000个
重大项目，而地方财力是有限的，有
限的政府投资要用在刀刃上， 重点
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政府自
然不能充当投资主力，更不能唱“独
角戏”；政府应把市场能做的事情交
给市场， 把民间资本能做的事情交
给民间资本，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带动作用，形成各种投资主
体“大合唱”。 要加大投融资体制改
革，除金融机构融资、发行项目债券

外， 要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公共
服务、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和特许经
营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我省力推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
式），就是很好的探索。 这种模式不
仅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 也能从机
制体制上保证投资项目的运营效率
和可持续性。

投往哪里去？在经济新常态下，
在保持合理投资规模的同时， 应把
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投资
质量效益上来， 把稳投资与转方式
调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结合起来，

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升级、惠民生的
重大项目，织好交通、水利、能源、信
息“四张网”。 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还
有很大空间 ， 特别是贫困地区基
础设施还很薄弱，远未达到投资饱
和程度，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我省
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处于 “补课 ”阶
段。

发展是第一要务， 投资是第一
拉动。发展动力转换，将更多倚重科
技驱动和创新创业， 也离不开相关
领域的持续投资。 抓投资这根弦不
能松！

努力完成2.6万亿投资计划
———二论今年全省经济工作

美丽桃源 小康加速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颜石敦

3月21日，桂阳县和平镇长城村张家
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从云南腾

冲来的张经全、 张纬全兄弟及张经全的
儿子张仲书等人。70多年前，张经全兄弟
的父亲张明礼从长城村走出去后， 再也
没有回来过。这天，儿孙们带着张明礼的
遗愿，第一次回到老家。 (下转7版)

实现一位远征军老兵的心愿———

“带着爷爷的画像回家”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周
勇军 通讯员 唐志君 彭静 ） 桃源
县依托产业支撑， 统筹城乡发展，
加速推进美丽桃源 、 实力桃源 、
宜居桃源 、 幸福桃源建设， 经
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据新
公布的2014年度全省全面小康考评
结果， 桃源县全面小康提升幅度在
全省47个二类县中位居第一， 被评
为全省“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十快进

县”。
近年来， 桃源县采取措施， 加

快推进全面小康建设。 首先 ,在推
动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转变上发
力。 2014年， 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6家、 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131家、 产业大户1300户， 成
为全省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重点县、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同时， 投入
7.8亿元实施园区攻坚， 形成了规

划面积15平方公里、 建成面积6.5
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城、 城镇新
区”， 建成了常德市首个年产值突
破200亿元的县级园区。

桃源县还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产
业， 去年，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亿
元。 同时， 重点实施城市提质改造
工程， 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并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复检。 并以
52个“美丽乡村” 示范点为带动，

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全省
新农村建设先进县、 首批省级生态
县， 50万群众从中受益。

桃源县还将财政总支出的74%
用于民生 ， 全面兑现惠民政策 。
2014年， 全县新增城镇就业7033
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万人、
创业主体5400个， 有2.2万人脱贫，
并建设保障性住房5582套， 解决了
25.6万人安全饮水问题。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邹雪峰 阳新） 今天， 投资
11.8亿余元的衡阳市蒸湘南路延伸线
全线竣工通车。

蒸湘南路延伸线原名衡云干线，
是我省及衡阳市重点工程项目， 始于
衡阳市蒸湘路南端 （白沙工业园内），
两跨湘江， 途经珠晖区东阳渡镇、 衡
南县云集镇， 终点到达衡阳南岳机场。
全长11.47公里， 全线采用城市Ⅰ级主
干道标准， 路基宽分别达64米至44米，
两座跨湘江大桥宽29.5米， 设计时速

为80公里。 整个项目完成路基土石方
130万立方米， 建通道及涵洞49座、 雨
污水管道3.8万米、 电力电信管道21.9
万米， 并建成特大桥2座、 中桥1座。

据介绍，衡阳市蒸湘南路延伸线是
连接衡阳市中心城区与衡南县城及南
岳机场的重要交通通道， 全线通车后，
进一步完善了衡阳市区域综合交通运
输网络， 对促进衡南县与市区融城对
接，确保南岳机场客货运安全、迅速、快
捷集散，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衡阳市蒸湘南路延伸线全线通车
投资11.8亿元，连接城区、衡南县城与南岳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