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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钟泉） 今天上午， 总投资35亿元的吉利新能
源SUV项目主体工程在湘潭经开区开工建设，
项目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 达产后的总产
量将实现30万台。

项目在生产基地现有平台基础上，新增全
新新能源SUV产品平台，全面对标沃尔沃技术
和生产程序、 标准， 生产涡轮增压节能汽油
SUV、插电式混合动力SUV等车型。 项目建设

主要包括新建一条自动化冲压线、柔性化焊装
线、高水平塑料件涂装线、高柔性总装线，以及
动力站房、 外网及总平面工程等相关生产、生
活设施，将倾力打造集智慧、绿色、品质、集约
于一体的A0级乘用车全球标杆工厂。

吉利集团副总裁、 湘潭公司总经理刘向
阳介绍， 今年一季度， 湘潭公司产销量达
3.81万台， 比去年同期增长 17.8% 。 结合
“中国制造2025” 等国家战略， 吉利湘潭公

司快速推出了转型升级三年新规划。 SUV项
目开工建设， 标志着新规划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

十年时间， 吉利汽车成为了湘潭的第一纳
税大户， 成就了湘潭经开区， 促进了湘潭市
经济社会的发展。 湘潭市将加大力度给予吉
利汽车重点支持， 并将吉利汽车文化产业园
项目作为湘潭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来打
造， 使其成为湘潭的3个5A级景区之一。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李秉钧）4月18
日，记者从郴州市经信委获悉，今年一季度，该
市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23亿元， 同比增长
39.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4.8个百分点；完成
工业技改投资67.3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21.4个百分点。

郴州市工业投资大幅增长， 得益于该市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的战略定位，并从去年
来，大力实施工业转型升级“四年行动计划”，
推动招商引资。 仅今年3月举办的首届郴商大
会，就签约项目20个，投资总额达111.12亿元。
此外，不遗余力服务企业发展，为产业项目尽
快落地、投产提供全方位服务，促成了一季度
全市重点产业（工业）项目开工率达95%。 其

中，正威（国际）集团完成投资3.3亿元，湖南新
华投资完成投资1.3亿元， 临武湘电新能源完
成投资1.2亿元，都远超原定计划。 在投资拉动
下，全市工业经济呈低开高走态势。 特别是新
兴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一季度， 医药、电
子、 机械等行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3.1%、18.4%、21.3%。

欧阳金雨

“不能等谣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而真
相还在屋里穿鞋”。 近日召开的全省政法宣
传工作联席会议上，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张文雄强调，媒体要的是真相。 政法部
门要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加强政法舆情公
开透明，权威发声。

记得今年全国两会上， 各地主官们面
对媒体所展示的开放自信、亲和亲切姿态，
曾引来舆论阵阵“点赞”：湖南团开放日活
动结束后，有记者意犹未尽，追上省委书记
徐守盛，问“最近湖南有些地方公务员被曝
出吸毒，您怎么看？ ”虽然记者已被工作人
员拦下， 但徐守盛书记仍回过头来说：“正
在严肃处理，决不允许！ ”黑龙江省省长陆
昊不回避“天价鱼”事件的负面影响，为在
龙煤集团职工工资问题上因掌握信息不准
确而导致的失实表态认错：这种不遮掩、不
回避的态度， 自然能给媒体、 给公众以自
信、坦诚的印象。

过去，有的部门、有的干部在出现一些
突发、群体事件时，常把记者设为“假想敌”，
施展瞒、捂、拖、骗等“战术”，习惯于藏着掖
着。 然而，在信息时代，舆情袭来，如果不在
第一时间披露信息、 抢舆论场的第一落点，
就会坐失掌握话题的主动权，只会令坊间猜
测淹没事实、谣言遮蔽真相，最终令自己陷
入被动，到头来伤害的是政府公信力。

政法工作维系着和谐稳定， 直接面向
广大群众，处在矛盾最前沿，涉法涉诉舆情
“火点多”、“燃点低”。 媒体对热点事件、敏
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 恰恰是社会的预警
器，对于政法部门体察民情、掌握民意大有
益处。 不仅如此，政法部门还应当通过媒体
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公布真相，无论是疏导
情绪、把握主动，还是促成共识、推动工作，
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政法工作汇
集起正能量。

有真相，谣言不攻自破；没有真相，谣
言就招摇过市。 不仅是政法领域，其他任何
领域的舆情应对，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重点监控用水大户
省水利厅公布首批400家
用水单位名录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闫冬) 今后， 用水不能任性了!省水利厅近日公
布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第一批)， 选定我省
400家用水大户及高耗水、 高污染工业企业作
为第一批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其中包括水
利部此前公布的26家国家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据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曾扬介绍， 省级
重点监控的第一批400家用水单位， 包括长沙
供水有限公司第一制水分公司、 经阁铝业等，
2015年用水总量达41.8亿立方米。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春天，铺天盖地的芦苇，构成了洞庭湖的
底色。

岁岁枯荣，一株洞庭湖芦苇的背后，牵动
着苔草、辣蓼、水鸟、游鱼、麋鹿甚至人类的命
运。

从芦到荻，
湿地上的700多平方公里芦苇场

洞庭湖的芦苇每天都在生长。4月中旬，通
往君山岛的旅游大道两侧，芦苇已经长到高过
人头，而去年秋天砍下的枯苇，在路边堆成了
一座座小山。

作为禾本科植物，竹子的近亲，芦苇一天可
以生长十几厘米。春雨过后，你要是足够耐心仔
细，或许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人们喜食这种
植物的幼苗，称芦笋，当然，要想吃到鲜嫩的芦
笋，就得赶早，到得此时，只能当柴火烧了。

“芦苇对湿地的生态起着重要的平衡、净
化和调节作用，” 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项目办
主任蒋勇说，芦苇可以净化水质，吸附重金属，
抑制藻类。它们也是维持湖区湿地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一环， 是鱼类和鸟类理想的栖息地，麋
鹿天然的隐蔽场所。

据《湖洲志》记载，芦苇古称为葭、蒹、菼，
今泛指芦泡、荻苇。事实上，芦和荻是两种不同

的植物，洞庭湖原生的是芦，在造纸功用上，芦
比不上荻， 因此如今大量人工种植的是南荻，
人们习惯统称为芦苇。

靠湖吃湖，芦苇是洞庭湖区人千百年来的
生活依托。 洞庭湖的老渔民胡伏林回忆，小时
候湖区长的是天然芦苇，比较稀疏矮小，常用
来烧柴火做饭，直到后来芦苇可以用作生产工
业用纸，才被大面积栽种。上世纪70年代起，一
系列芦苇场开办起来，芦苇产业成为当地财税
收入重要来源。

目前， 整个洞庭湖区有40多家芦苇场，面
积超过700平方公里，其中有号称“亚洲最大”
的漉湖芦苇场。

由盛而衰，
一株芦苇牵动了谁的命运
君山后湖，在上个世纪，还是苔草和辣蓼

的天下，如今已经完全被南荻侵占。
“2000年以来，洞庭湖植被下移的速率很

快。 ”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谢
永宏说。近年来，洞庭湖的水位持续偏低，芦苇
开始往更低处的草洲生长， 挤占苔草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东洞庭湖的苔草有300
多平方公里， 现在只剩下了100多平方公里，
大部分都被芦苇挤走了。

苔草的减少，最直接影响的是鸟和鱼。 雁
鸭类候鸟以苔草为食，东洞庭湖保护区管理局

监测显示，作为洞庭湖最大的种群，雁鸭类的
数量呈现减少趋势。 今年1月进行的水鸟调查
显示，雁形目鸟类比上次调查下降了105.1%。

芦苇的命运也在经历着波折。上世纪90年
代末，人们开始在洲滩上种植杨树，杨树替代
芦苇成为更优的造纸材料，芦苇的“霸主”地位
逐渐丧失。

种植杨树的沼泽湖滩逐渐陆地化，原有的
群落生态系统完全被改变。杨树把原本挨着岸
边生长的芦苇往湖心赶， 芦苇又驱赶苔草，雁
鸭类的生存空间更趋逼仄。

芦苇场的衰落，也牵动了更多苇业工人的
命运。在沅江，芦苇正被重新定义为芦笋产业，
这或许是芦苇以及工人们的新出路。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杨树的威胁并大片
砍伐杨树，然而，已经退化的湿地却难以恢复
从前的面貌。 湿地上的每一种生物，命运环环
相扣，任何的人为干预，都应慎之又慎。

【生物小名片】

芦与荻
芦苇和荻，属于禾本科两种常见的草本植

物，人们习惯统称芦苇。 芦，多年生草本，禾本
科芦苇属。 荻，多年生草本，禾本科芒属。 芦比
荻高，荻比芦结实，芦宜于编织，造纸的纤维却
不如荻。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怀化今后有了外贸“直通通道”。 4月
19日，长沙海关驻怀化机构正式办理业务。

据介绍，长沙海关驻怀化机构是“一站
式服务窗口”， 企业可在此集中办理怀化市
全境内所有海关业务， 包括办理企业管理、
加工贸易监管、进出口货物通关监管、海关
统计等。

此前， 由于怀化一直没有开设海关机
构， 当地外贸企业进出口都必须辗转星沙
海关办理各项手续。 怀化作为湘鄂渝黔桂
五省 （市、 区） 接边地区中心， 已被国家
战略定位为武陵山片区重要中心城市， 也

是我省“十三五” 规划重点发展地区， 开
放型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长沙海关
表示， 海关驻怀化机构正式对外开通业务，
当地的区域贸易将更便利， 对提升对外开
放水平大有裨益， 同时， 随着海关机构在
我省布局进一步完善， 各市州进出口贸易
成本将有效降低。

三湘时评

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嘉）19日,谷雨。 谷雨是春季的最
后一个节气，谷雨过后，接下来的节气就是
“立夏”了。 谷雨时节雨水充沛，气象预报
称，本周湘中以南仍多强降雨。

“雨生百谷”。 谷雨时正是庄稼生长的
最佳时节， 农民从这时起就真正进
入农忙时节。 谷雨时节也是送春迎
夏的时节，气温明显上升，雨量逐渐
增加，有时雨后天空出现彩虹。

最近的天气，几乎都是“晴一天雨
一天，晴晴雨雨又一天”。 昨天强降水
再度发展增强， 湘南南部出现成片暴
雨。今天雨水戛然止步，风轻云淡，午后
省内都是以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

气象预报称，19日白天，省内云
系有所增多，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

雷阵雨。19日晚至20日，新一轮强降水迅速
发展，并进入雨势最强时段。 21日强降水南
压，北部降水减弱，其他地区有中等阵雨或
雷阵雨，部分大雨，其中湘南局部暴雨。 整
体来说， 本周湘中以南仍是强降水的集中
地，而湘北仍将是晴雨相间的状态。

晴晴雨雨到谷雨
今晚起强降水再度发展

怀化企业今起可在本地办理海关业务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通讯员 梁洁生)
一块原本十几元的瓷砖为何能卖到近200
元？ 凭着一张薄薄的加热芯片， 这种瓷砖
为何能“逆袭” 杀入采暖技术更为成熟的
北方市场， 并有望成为全国电热产品领导
品牌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电热产品供应商？

4月15日， 湖南本土品牌———迪尔森
热电有限公司与河北翠微地产公司、 业宁
建材公司举行的战略合作与采购协议签约
仪式给出了答案。 “迪尔森发热瓷砖只要
30分钟就能让房间温度上升四五摄氏度，
而水暖往往要六七个小时； 且同等环境下
可节省40%以上能耗。” 迪尔森负责人洪
强介绍， 该公司电地暖材料研发已获得十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就在前不久， 冬奥会

承办地张家口市相关领导不远千里， 来到
湖南考察这种新型种植专用地暖系统， 并
有意选择该产品为冬奥会期间的新鲜蔬菜
供应保驾护航； 北方客户舍近求远， 是因
为企业产品领先行业的技术优势。

据了解， 迪尔森是湾田国际园区快速
成长起来的优秀建材品牌代表， 也是高科
技嫁接传统建材行业、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
典型。 湖南湾田集团总裁颜桂锋介绍， 迪
尔森用一块普通地板加上12项运用专利和
一张小小芯片， 带来了超高的附加值， 迅
速实现了跨区域销售， 成为发热地板的全
国新宠， 再次展示出科技与品牌对建材产
品和建材市场的强大威力， 昭示着湖南建
材产业的巨大潜力。

湖南建材逆袭北方采暖市场
有望助力北京冬奥会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郑旋 黄姿）今天上午，总投资15亿
元的“100T黄金精炼深加工、加工贸易项
目” 正式签约落户长沙经开区。 项目建成
后， 不仅将改变我省无专业黄金深加工企
业的历史，还将以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
的黄金产业链， 推动黄金珠宝产业在长沙
经开区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项目由湖南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黄

金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方共同组建投资，
位于长沙经开区人民路以北、 东十一线以
东，将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2017年3月实现
项目投产。 建设主要包括黄金精炼区、黄金
深加工区、金库和药剂仓库、机修车间及相
关配套辅助设施，主要产品为标准金锭、投
资金条、金饰、白银（来自综合回收）。 到
2020年，预计将实现年产50吨标准金，实现
年加工贸易额50亿美元。 到2025年实现年
产100吨标准金。

百吨黄金精炼深加工
及加工贸易项目落户长沙

吉利新能源SUV项目
主体工程开工
总投资35亿元， 明年底建成投产

郴州一季度工业投资增长39.3%

一株洞庭湖芦苇的背后：

湿地生命“休戚与共”

体验消防
4月18日， 长沙

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学生在穿戴消防服。
当天， 该校开展主题
为“成长的礼物” 消
防教育体验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沈德良

上海虹桥机场，深夜，72岁的华为公司
创始人及董事长任正非独自拖着拉杆箱，
在排队等出租车， 低调得有如一位普通乘
客。 一则“有图有真相”的微信，这几天刷爆
了整个微信朋友圈。

走出机场排队打车， 对普通乘客而言
本属稀松平常之事。 但于任正非这等商界
巨子，出差在外既没有助理相随，也无专车
迎来送往， 如此低调场面似乎与其身价不
匹配。 正是出于这样的世俗思考，有人甚至
怀疑，花上几十分钟时间排队等车，对于一
个世界500强企业老总来说到底值不值。

大凡成功者的背后， 总有着一个令人
侧目的独门秘笈。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
者为本， 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坚持自我批
判”，就是任正非自己总结出来的伴随华为
成长的秘笈。

对华为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 ，在
华为，包括任正非在内的管理者，出差乘机
不能坐头等舱， 也没有专为公司高管使用
的专车。 任正非本人经常是自己拉着行李
坐出租车。 年初， 在某机场乘坐机场摆渡

车，这次，在虹桥机场独自排队等车，正是
这位商界传奇人物对“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的自觉遵循。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有一档《中国人在
非洲》专题节目，其中有一集就是讲述华为
年轻人在异国他乡奋斗的故事： 住在简陋
的宿舍里， 自己动手做饭， 为安装通讯设
备，自己动手开山辟路，设备运送免不了肩
扛手提。 “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充满朝气的80后、90后身上成为一
种习惯。

作为非公经济的佼佼者，华为从2万多
元起家， 目前已成为全球通信企业的领导
者。 华为那种沁入骨髓的企业文化，以及每
位员工为此的认真坚守， 或许值得其他企
业，无论是央企、国企，抑或民营企业静下
心来认真学习、比对。

能不能走出 “过把瘾就死” 的生存状
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跳出“长江
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怪圈，是
众多民营企业面临的大考。 不妨揣测，任正
非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华为的 “低调”，
或许正是为了跳出这样的怪圈， 打破这样
的悖论而付出的努力。

任正非的低调与华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