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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余佳桂）2015年湖南省具备科学
素质公民的比例达到了5.14%，超额完成
了国家及湖南省“十二五”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比例超过5%的目标任务。 该数据比
2010年、2007年、2003年的数据分别提
高了2.96个百分点、3.59个百分点和3.73
个百分点。 这是记者从今天在长沙举行
的湖南省2015《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

通报暨工作总结会上了解的信息。
此次调查由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科

普研究所组织开展。湖南省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公民的比例位列全国第17位。但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 的 比 例 仍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6.20%），并略低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5.45%）。我省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
任重而道远。

调查显示， 湖南省城镇劳动者具备
科学素质比例为6.49%，农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为1.86%。

湖南省中青年群体的科学素质水平
较高。 其中，18-39岁年龄段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8.49%，较2010年的3.80%
有大幅度提高。

湖南省男性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明
显高于女性，两者相差达4.74个百分点。

湖南省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1.86%），略高于全国总体水平（1.70%）；
湖南省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
（2.76%），略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43%）。

调查显示，将近6成的湖南省公民利
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

在调查所列的12类职业中，教师、医
生和科学家等科学技术类职业在湖南公
民心目中的声望较高。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余佳桂

12月25日， 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
施工作办公室通报了中国科协、 中国科
普研究所提供的最新调查数据和报告，
2015年我省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
到5.14%。

把2003年湖南首次调查结果1.41%，
以及2007年调查结果1.55%、2010年调
查结果2.18%连成一条线，可以看出我省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度提升， 已经进
入快速增长阶段。

从全国排名来看，湖南位列第17位，呈
现出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特
征。 但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6.20%），并略低于中部地
区平均水平（5.45%）；与其他先进省市相比
差距更为明显， 全国前三位分别为上海
18.71%，北京17.56%，天津12.00%。我省全
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

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
素质水平决定性因素

调查侧重分析了我省不同分类群体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状况。

在《科学素质纲要》实施重点人群的
分类中， 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水平发展
好于农民。 前者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为
6.49% ， 后者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86%。

从城乡分类来看， 城镇居民的科学
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前者具备
科学素质比例从2010年的3.6%提升到了

8.1%； 后者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从2010年
的1.3%提高到了2.76%。

从年龄分类来看， 中青年群体的科
学素质水平较高。18-39岁、40-54岁、
55-69岁年龄段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分别为8.49%、2.57%、0.80%。

从不同性别的人群来看， 男性公民
的科学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女性。 男性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10年的2.40%提
升到了7.47%；女性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从2010年的2.00%提升到了2.73%。

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
决定性因素。 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21.25%，高
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为11.47%， 而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
1.27% 。2010年 ， 该 组 数 据 分 别 为 ：
9.00%、2.70%、0.50%。

互联网已成为我省公民
获取科技信息主渠道之一

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 电视是我省
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有
92.8%的公民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互
联网位居第二位， 占比达到了58.3%，较
2010年增幅达147%。公民通过报纸获取
科技信息所占比例由2010年的63%，降
至2015年的33.7%。此外，公民获取科技
信息的其他主要渠道依次为：亲友同事、
期刊杂志、广播和图书等。

“十二五”期间，我省科普场馆等设施建
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我省公民获取科学
知识和科技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过去的
一年， 我省公民参观过的各类科普场馆，按
比例排列依次为：动物园、水族馆或植物园，
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

因“设施缺乏”而没有去过科普场所的
公民比例大幅降低。 以科技类场馆为例，
2007年公民因“设施缺乏”而没有参观的比
例为近6成，2010年为45.1%，2015年近3成。

在过去一年中，我省有超过40%的公
民参加过或知晓各类科普活动。 按参加

过的比例排列依次为：科技展览、科普讲
座、科技培训和科技咨询。对于科技周、
科技节、 科普日这种大型群众性科技活
动，参加过的公民比例为8.3%，没参加过
但听说过的公民比例为36.7%。

七成公民对科学新发现、
新发明和新技术感兴趣

在各类新闻话题中， 我省公民对科
技类新闻话题感兴趣程度较高， 其中有
73.7%和72.8%的公民对科学新发现、新
发明和新技术感兴趣，有68.2%的公民对
医学新进展感兴趣。

在各类科技发展信息中， 我省公民
最感兴趣的科技发展信息是环境污染与
治理，感兴趣的公民高达82.4%；其次感
兴趣的科技发展信息依次为： 计算机与
网络技术、遗传学与转基因技术、宇宙与
空间探索和纳米技术与新材料等。

80%左右的公民赞成“现代科学技术
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和“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
捷、更舒适”的观点等。

34.8%的人认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
比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有近8成的人赞
成每个人都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贡献； 分别有80.7%和67.3%的人支持低
碳技术和核能技术的应用等。

在调查所列的12类职业中， 声望较
高的职业依次为：教师、医生、科学家、企
业家、工程师等。同时，我省公民最期望
子女从事的职业依次为：医生（48.2%）、
教师（42.3%）、企业家（37.7%）、科学家
（34.9%）、工程师（30.4%）等。

具备科学素质公民比例为5.14%
2015年湖南超额完成5%的目标任务 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0%

湖南人的科学素质达标了吗

湘大设立
千万元奖助学金
欧阳晓平院士倡导并募集，旨

在激励学子潜心科研
�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在

毛泽东同志诞生122周年之际，湘潭大学今天设立了数额高
达1000万元的“伟人之托”奖助学金，以奖励科研成果突出、
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湘大学生。

湘潭大学“伟人之托”奖助学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该校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欧阳晓平倡导设立并募集的，计划每年
100万元，周期暂定10年。目前，已有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湘
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至高通信有限公司、陕西鑫堆矿
业有限公司、湖南康宁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捐助，设置这项奖励旨在挖掘和培养一批在
产学研合作方面有突出作为的优秀人才。

奖助学金分为奖学金和助学金两部分， 奖学金奖励科
研成果突出、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湘潭大学全校范围
内的在读博士生、材料学科的在读硕士生、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的在读本科生。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
帮助他们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欧阳晓平说，湘潭大学是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校名，并
嘱托“一定要办好”的大学。“伟人之托”寓意“牢记伟人嘱
托”，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报效祖国。

据了解，湘潭大学不断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已与湘潭
市共同成立了湘潭市产业创新研究院、 院士创新产业园和
院士工作站；与湘潭高新区、湘潭经开区等园区建立了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特别是由欧阳晓平院士牵头研制的“特种
机器人项目”规模化生产后产值将达到20亿元。

99个方言调查点
采集“湘音”

中国语言保护湖南工程项目启动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湖南工程项目启动会在长沙召开。 会上成
立了该项工程项目核心专家组和湖南省语言资源保护中
心。来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
省教育厅、省语委办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参加启动会。

会上公布了工程项目总体设点规划， 将在全省初步
拟设99个方言调查点，覆盖全省14个市州。工程将分阶
段对这99个方言点进行调查和数据处理， 计划在5年内
完成。由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众传媒职院、湖南科技大
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吉首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组成
的核心专家组，将指导项目实施，并对结果进行验收。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 厚重的湖湘文化与丰富多
彩的湘音息息相关。 据来自于双峰的一位语言工作
者介绍，双峰话分布在双峰县境内，内部也有“十里
不同音”之说，被誉为“最难听懂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古语之一， 但是现在县里的学
生，已无法用双峰话来完整地朗诵一首诗。科学保存
方言和地方文化，已经刻不容缓。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据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
通报，近日，经郴州市纪委立案审查并报
经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李来华、袁国富、
史美洁、范国强等4名处级领导干部开除
党籍处分。

� � 郴州市环保局原党组书记 、
局长李来华：违规使用车辆 ，搞权
钱交易

经查，李来华严重违反廉洁纪律，长
期占用下属单位车辆；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私营业主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
反工作纪律， 截留应退未退保证金。其
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业主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李来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本应廉
洁用权，遵纪守法，却理想信念丧失，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市纪委
常委会议审议，报市委常委会议批准，给

予李来华开除党籍处分， 并按程序报市
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
犯罪的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郴州市原物价局党组成员 、
副局长袁国富 ： 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经查， 袁国富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违反工作纪律，对市房产交易与权
属登记管理处伪造会计资料的行为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不经请假，私自出走；
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
系。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房地产
开发商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问题涉
嫌犯罪。

袁国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本应廉
洁自律，遵纪守法，却理想信念丧失，以
权谋私，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

关规定，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报市委常
委会议批准，给予袁国富开除党籍处分，
并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 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已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湘南学院原党委委员、 财务处
处长史美洁：以权谋私

经查，史美洁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房地产开发商、 民办
学校负责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其行
为涉嫌犯罪。

史美洁身为高等院校党员领导干
部，本应廉洁自律，为人师表，却理想信
念丧失，以权谋私，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
规定》 的有关规定， 市纪委常委会议审
议，报市委常委会议批准，给予史美洁开
除党籍处分， 并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史美洁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的
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郴州市青山垅灌区水电管理局
党委副书记、局长范国强：瞒报个人
事项，违规发放津补贴，以权谋私

经查，范国强违反组织纪律，瞒报个
人有关事项； 个人决定违规发放节假日
补贴；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违反工作纪律，指使他人伪造会计凭证、
伪造工程合同、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用于
支付接待费用和发放津补贴； 违规要求
工程老板支付本单位接待费用，对此，范
国强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其
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款报销应由
个人负担的费用的问题涉嫌犯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报市委常委会议批
准，给予范国强开除党籍处分，并按程序
报市政府批准给予其撤销青山垅灌区水
电管理局局长职务处分。其涉嫌犯罪的问
题和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因严重违纪 郴州4名处级干部被开除党籍

12月25日，学生们在表演诗朗诵《我们十岁啦》。当天，由长沙市文明办、芙蓉区文明委主办的“长沙市小学
生‘八礼三仪’（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仪式之礼以及入学仪
式，成长仪式，毕业仪式）”主题教育活动在长沙市芙蓉区育华小学举行。 王瓒 张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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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湘区委常委、副区长
王华接受组织调查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省纪
委三湘风纪网今天通报，衡阳市蒸湘区委常委、副区长王华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华，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湖南邵阳市人，大学文
化。198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 曾任
蒸湘区副县级干部、红湘街道党委书记等职务，2007年11月
至2011年7月任蒸湘区副区长，2011年7月至今任蒸湘区委
常委、副区长。

岳阳市原副市长
陈四海一审获刑12年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颜丽君 江世炎

12月25日下午，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阳市原市委
常委、 副市长陈四海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案一审作
出宣判：陈四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

陈四海，男，1959年8月出生，原系岳阳市委常委、岳阳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任岳阳市农业局局长兼湖南亚华花
板桥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汨罗市委书记。

2015年1月27日，陈四海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滥
用职权罪、受贿罪立案调查。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衡
阳市人民检察院对陈四海一案进行侦查，并于2015年9月30
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 于2015年12月
25日一审判决认定： 被告人陈四海自2000年至2014年期
间， 利用担任岳阳市农业局局长兼湖南亚华花板桥市场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汨罗市委书记、 岳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岳阳市委常委等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共
同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37.5343万元、美
元1.9万元、英镑0.2万元，其中未遂422.8449万元。

2010年2月，岳阳市佳家乐置业有限公司与步步高商业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竞得开发“步步高-佳汇华庭”项目，
开发中需将开发范围的一座楼（众力楼）拆迁安置。但建设
过程中，开发项目的容积率与政府批准的不符。遂向政府部
门申请自己支付拆迁安置费用， 用以抵扣因超容积率应补
交的土地出让金。陈四海在主管岳阳市城建、规划、国土等
部门工作期间，为徇私情，明知该项目超容积率应补交的土
地出让金与众力楼拆迁费用不能抵扣，滥用职权，导致应补
交的土地出让金3986.2万元未补交，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四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100万元。追缴被告人陈四海受贿所得人民币214.989万元、
美元1.9万元、英镑0.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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