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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湘江新语

湖南日报南昌4月17日电 （记者
唐婷）4月15日至17日，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率湖南省党政代表团
前往江西南昌、景德镇、九江等地，考
察江西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好思
路、好做法。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强卫，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
长鹿心社分别参加考察并出席相关
活动。

省领导陈肇雄、韩永文，江西省
领导莫建成、周萌、龚建华、李贻煌、
郑为文等参加考察。

创新驱动走出发展升级
之路

踏上赣鄱大地，代表团成员的第
一感受是创新给这片红色热土带来
了巨大活力。

在南昌，代表团一行来到欧菲生
物识别技术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拥有
国际领先的指纹、虹膜、脸部识别等
生物识别技术，正在向移动互联网和
智慧城市领域进军，去年销售收入突
破190亿元。 企业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显示出的高成长性，给大家留下了深
刻印象。

一年前，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
前机身大部段在南昌航空工业城成
功下线，成为我国大型客机项目研制
过程中交付的首个大部段。 近年来，
江西在发展航空等优势产业方面不
断取得重大突破， 发展前景看好，预
计到2018年， 航空城可实现总收入
500亿元。代表团成员认为，依靠科技
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湖南同样有
着巨大潜力和空间。

创新，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
入强大力量。4月16日，代表团走进千
年瓷都景德镇，考察了古窑民俗博览
区、名坊园、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缘
源陶瓷有限公司。千年不断的窑火滋
养出了珍贵的陶瓷古迹和精湛的制
瓷技艺，在高新技术的助力下，又发
展出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卫陶瓷、
科技陶瓷、 瓷板画等多种现代陶瓷产
品， 广受国际国内市场欢迎。2014年，
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达到291.6亿
元，成为全国陶瓷行业创新基地和江
西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

考察中， 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
景德镇是江西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 实现提质发展的一个生动缩
影。 湘赣两省都有厚重的陶瓷文化，
在新的发展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学习
交流，紧紧依靠创新转型升级，共同

提高陶瓷科研能力，联合拓展国内外
市场。

此行，代表团还考察了两家创新
型农业企业。鸭鸭股份公司瞄准市场
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不断提高羽绒产
品附加值；宏康农业实施水稻全程机
械生产项目，都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
趣。

打造对接长江经济带
重大平台

近年来，江西抓住国家推进长江
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
机遇， 大力推进昌九一体化发展，努
力打造对接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平台。

代表团一行自南昌一路向北，抵
达九江市。九江地处鄱阳湖与长江交
汇处，通江达海，拥有独特的区位优
势和开放优势。

作为江西省最大的水运码头港
口， 九江港年货物吞吐能力超过1亿
吨，获批为国家一类口岸。代表团一
行走上位于九江经开区的上港集团
城西港区集装箱码头，只见一派忙碌
景象。眼下，这里天天有始发轮渡驶
往上海港，去年一年实现集装箱吞吐
量20万标箱。

正在建设的九江石化800万吨/

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今年
下半年即将全面投入使用。项目投产
后，可以实现炼油产能翻番，二氧化
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则下降一半，使
九江石化将成为千万吨级一流炼化
企业。

考察中，徐守盛、杜家毫指出，当
前，湖南与江西共同面临着一系列重
大战略机遇，要进一步加强岳阳和九
江口岸合作，携手打造对接长江经济
带重大平台。 两地在先进装备制造、
高新陶瓷、港口物流、石化冶炼等领
域的产业互补性很强， 完全有基础、
有条件形成优势互补、 分工协作、特
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两湖生态经济区携手
“绿色崛起”

行走江西，处处有绿、处处皆景。
江西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二。近

年来，江西着力推进“绿色崛起”，成
为全国首批全境纳入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的省份。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馆 ,代
表团一行详细了解生态经济区建设
成果。围绕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
生态经济区大力实施“五河一湖”生
态综合治理工程、造林绿化工程等一

批重大工程， 持续开展“净水”、“净
空”、“净土”行动，同时构建以绿色工
业为主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初步
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
路子。

代表团一行走进位于生态经济
区的共青团市甘露镇岭背熊家村，村
里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实施垃圾
分类管理，村民富裕了，村庄整洁了。
千年古树掩映下，田园如诗如画。

此行，代表团还考察了瑶湖郊野
森林公园，参观了南昌“灯光秀”。白
天，公园内森林、水系、湿地勾勒出一
幅自然生态美景；入夜，赣江两岸灯
光璀璨，8公里的灯光秀，用动画片的
方式讲述了一个“寻找故乡”的故事，
不仅提升了城市品位，更吸引游客流
连忘返。

考察中，徐守盛、杜家毫指出，绿
色、生态是湘赣两省共同拥有的宝贵
财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2009年获
批后，已经探索积累了不少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希望以两湖生态
经济区、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
平台，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在赣期间，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
了“小平小道”陈列馆，瞻仰了耀邦
陵园。

湖南省党政代表团考察江西

携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徐守盛强卫杜家毫鹿心社参加考察

汝城是“中国温泉之乡”， 有着
“华南第一泉”美誉，热水温泉被喻为
汝城的“华清池”；汝城是“中国古祠
堂之乡”， 有着我国最具规模的古祠
堂群落；汝城温暖湿润，四季如春，有

“小昆明”之美誉。
本报今日6版推出《五彩平汝路

神奇大湘东》系列之汝城篇《汝城：温
泉之乡不思归》，看这片神奇的土地，
如何让人迷醉，乐不思归。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天胜） 能不能改变传统电动汽车充电慢、电
池使用寿命短等不足？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创10秒级闪充超级电容储
能式现代电车，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4月16日， 在浙江宁波中国南车产业基地
举行的中国南车超级电容储能式现代电车全
球发布暨宁波首用签约仪式上，浙江省副省长
熊建平与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泓等共同启动，
由“南车株机”子公司浙江南车现代无轨电车
有限公司在全球首推的18米超级电容储能式

BRT快速公交车以及12米超级电容储能式公
交车惊艳亮相。

这两款纯电动公交车无须架设空中供
电网，只需在公交站点设置充电桩，利用乘
客上下车30秒时间即可把电充满，并维持运
行5公里以上。而其在制动和下坡时，还可把
80%以上刹车能量及势能转换成电能， 回收
存储起来再使用。在同样运行工况下，比没
有回收能力的电车可减少电能消耗 30%至
50%。

（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4月17日， 在芷江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工
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做最后清理。“受
降纪念馆于4月18日重新开馆， 丰富
翔实的史料，尘封弥久的文物，展现
那段浴血御敌、 气壮山河的历史 ,将
给观众以全新的震撼。” 该馆馆长吴
建宏告诉记者，展出的馆藏文物资料
有300多件。

芷江受降纪念馆与卢沟桥纪念
馆、 南京纪念馆同为我国抗战胜利
三大纪念馆。 为迎接抗战胜利70周
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对该馆陈列进
行提质。 经过4个月的改造 , 场馆面
貌一新。陈列主题为“胜利的见证”，
分“正义的胜利”、“历史选择芷江受
降”、“芷江受降”、“全国各地受降”、
“彪炳青史的受降城”5个部分。展出

的300多件文物资料中，国家一级文
物有20多件， 如飞虎队员庆祝日本
投降写的首日封， 当年美国出版的
关于日本投降的数十张原始报纸，
陈纳德将军亲手绘制送给萧毅肃将
军的水彩画等。同时 ,该馆新采用科
技手段 ,通过场景复原、历史的画面、
历史的影像等全面客观反映芷江受
降历史。

今天下午，该馆首次公开发布了
32张珍贵的抗战历史照片。这批图片
是该馆从美国二战老兵约瑟夫手中
征集到的。当年，他用柯达彩色胶卷
记录了芷江受降的历史场面。今年89
岁的约瑟夫说，这些历史照片应该回
到历史的发生地。

该馆是抗战文化的沉积“洼地”，
也是和平文化的弘扬“高地”。这中间，
该馆馆长吴建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旭林 记者 左丹）记者今天从湖南
省教育厅了解到， 今年我省将重点
通过实施三大招生计划， 积极促进
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公
平，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

第一大招生计划为国家层面推
动的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
划（简称为“国家专项计划”），由中央
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
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承担，招生规模
由去年的1万人增至3万人。实施区域
为我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市)
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外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县等 40个县

(市)。具有我省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
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 3年学籍
并实际就读、 符合今年统一高考报
名条件、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
地户籍的均可报考。与去年相比，该
项招生计划增加了对考生在当地户
籍的年限及考生父母或监护人户籍
的要求。

第二大招生计划为农村学生单
独招生计划（简称“高校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为茶陵县等51个县(市、区)。
51个县 (市、区 )及其以下高中勤奋好
学、成绩优良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农村
学生均可报考：申请考生及其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为我省实施区
域的农村，本人须具有当地连续3年

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
并实际就读、 符合今年统一高考报
名条件。

第三大招生计划为农村学生专
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划”），由省
属一本高校承担。 省教育厅已出台
《湖南省省属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
专项计划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扩大
招生规模。 湖南师范大学等8所承担
专项计划的省属一本高校招生计划
由去年的2％提高到3％。

湖南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注
意把握好报名申请的时间节点， 即：
报考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的为5月10日
前， 报考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为6月
10日前。

南车株机全球首创10秒级闪充储能式电车
可利用乘客上下车30秒时间把电充满

将重点实施三大招生计划

湖南提高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俊北 何明贵

“我终于弄明白了，父亲是一位
抗战英雄， 这是我们黄家的荣耀！”4
月17日，蓝山县塔峰镇东侧村78岁的
村民黄初开，双手捧着国家颁发的父
亲黄费荣的烈士证明书，激动的泪水
夺眶而出。

“父亲阵亡后，母亲接受不了这
个事实， 再加上当时生活十分艰苦，
母亲无奈改嫁， 我当时只有1岁，祖
父、祖母、叔叔把我抚养成人。由于解
放前后的特殊环境， 家人一直瞒着，
不愿提起我父亲的情况。”黄初开说。

1956年， 黄初开在衡阳医士学
校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填写的档案里
也没有提到父母。“父亲在我心中一
直是个谜，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
道他是干什么的， 家人不愿提起，我
也不敢多问， 每天只有苦干工作，将
对父亲的思念深深藏在心底。”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黄初开也到
了花甲之年，祖父、祖母已离世，叔叔
也年纪大了。一天，唯一知道父亲情
况的叔叔将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告
诉黄初开。原来，黄初开的父亲是国
民党军队的一名抗日战士。 然而，黄
初开父亲在哪个部队服役、在哪里牺
牲等，叔叔也说不清楚。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弄清父
亲的身世！”黄初开下定决心。

时隔几十年，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难度太大。前些年，政府对抗战时期
牺牲的国民党军队将士没有明确的
政策，黄初开不知从何下手，才能查
清父亲当年的情况。

2013年4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黄初开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陕西省
人民政府网报道， 批准1939年在山
西平陆县中条山抗战中牺牲的国民
党陆军第96军177师530旅1059团一
等兵徐治邦等5人为烈士。

（下转3版②）

柳德新

前一阵，“去日本买只马
桶盖” 的新闻让我们每个人
五味杂陈， 如果国内也有相
同质量甚至更好的产品 ，人
们何必舍近求远呢？

实施 “中国制造2025”战
略，将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迈向
中高端。对湖南来说，这是一
次“逆袭”的机会，也是从湖南
制造到湖南创造的绝好契机。

从制造到创造， 湖南已
具备产业优势。除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在全球占有一席之
地外， 湖南还拥有新能源汽
车及汽车新品种、 高档数控
装备、大型冶金和矿山设备、
航空装备等优势产业。 中联
重科 、三一重工 、南车株机 、
衡阳特变等大批企业， 彰显
了湖南制造的实力。

从制造到创造， 湖南坐

拥创新引擎。 国务院今年批
复长株潭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打造创新驱动发展
引领区、 科技体制改革先行
区 、 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
中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
极 ，将为湖南制造插上创新
的翅膀。

从制造到创造， 湖南正
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
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国家
将采取财政贴息、 加速折旧
等措施， 推动传统产业技术
改造，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等。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政策 ，促
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
合， 开发利用网络化、 数字
化、智能化等技术，完全可以
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 、
取得突破， 实现由量的扩展
到质的裂变。

2025看湖南，必是 “湖南
创造”铺就的一番新天地！

从
﹃
湖
南
制
造
﹄
到
﹃
湖
南
创
造
﹄

血肉长城 彪炳千秋

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
今天全新亮相

烈士证书，77年后颁发

汝城：温泉之乡不思归

4月17日，湖南省党政代表团一行在中石化九江分公司考察。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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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平汝路 神奇大湘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