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15 政治·文教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周天哲）猪肉是我国消费量最大的肉食，
却面临种猪引进占比越来越大、引种退化的怪
圈。 唐人神集团牵头承担的省科技重大专项
“优良种猪繁育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经过3年实施，成功培育了新美神种猪品牌3个
及湘沙猪母系1个，并推广优良种猪近20万头，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今天，该项目
通过了省科技厅组织的综合验收。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但与养猪强国
相比，猪出栏率低、头均产肉量也不高，亟须引
进血缘纯正和高繁殖率、高瘦肉率、高屠宰率、
低料肉比的种猪。 但是，从国外直接引种不仅

价格高、难以引到血缘纯正的种猪，而且容易
进入“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恶性
循环。

2013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优良种猪繁育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启动，展开了生
猪分子育种与遗传改良、种猪育种标准化体系
建设及种猪繁育体系信息化建设等关键技术
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

据专家组组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张彬介
绍，该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培育了一批中国自
己的优良种猪，并进行了产业化示范。 项目组
利用引进消化再吸收的美神种猪在生长速度、
饲料转化率和瘦肉率等性状上的优势选育专

用父系，同时利用地方猪在繁殖、肉质等性状
上的优势培育专用母系，并以常规育种、分子
技术为手段，筛选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高效配
套组合，实现强强联合。 如培育的湘沙猪配套
系经同行专家组认定，在繁殖性能、育肥性能、
胴体性状和肌肉品质等方面表现出优良特性，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
平。

此外，项目组还开发了基因芯片用于美神
种猪育种，可提高产仔数及降低商品猪出栏成
本。 同时，开发了“唐人神智慧猪场生产管理、
成本核算暨远程诊断网络系统”和“猪肉质量
三维溯源安全可追溯系统。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梁志勇 李宁）12月22日，记者在常
德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看到，在秦溪、秦谷、
桃花山提质改造等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
正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施工。“闭关修炼”中
的桃花源景区， 所有项目建设都在加快推
进， 已完成总工程量近80%。 景区预计于
2017年7月重新对外开放。

从今年1月起，桃花源景区实行封闭式改
造。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按照常德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6+1”目标，重点抓好秦溪、秦谷、桃花
山、桃源山、五柳湖提质改造以及桃花源古镇

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并开发一个山水文化
实景演艺项目。 其中秦谷项目按照《桃花源
记》有关记述，在秦人村、唐诗桥峡谷，打造武
陵渔郎误入桃花源、探寻桃花源、留恋桃花源
3段游览场景。“6+1”建设，成为还原《桃花源
记》意境、重现世外桃源的关键。

改造实施中，常德市依托全省首批“产
镇融合”示范镇之一的桃花源镇，把新型城
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合， 制定了桃花
源镇10年总体规划， 启动了17条城镇路网
项目、13个市政服务项目、12个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建设。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 昨晚，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3周年之
际，湘潭大学“伟人之托”奖助学金捐赠及颁奖
典礼举行，208名学生获得总计94万元的奖助
学金。

“‘伟人之托’就是要牢记伟人嘱托，这是
湘大师生的共同责任。 ”“伟人之托”奖助学金

倡导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潭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欧阳晓平介绍了奖助学金及
捐助情况。该奖助学金计划每年筹资100万元，
周期暂定10年，以奖励科研成果突出、创新能
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湘大学生。 这次深圳至高
通信、湘潭经开区、湘潭高新区、蓝思科技、湖
南康宁达等企业和单位，共提供奖助学金94万

元。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

表示，“伟人之托”让我们有一种自豪感，这种
自豪感来自一位伟人对办好湘潭大学的嘱托，
来自一代代湘大人为之不懈的奋斗精神。把伟
人之托转化为现实，是今人之责任、学人之使
命、湘人之梦想、国人之期盼。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李文耀 通
讯员 黄可）今天上午，长沙市委常委高山带
领该市及各区（县、市）科技局局长、园区负责
人， 还有50多家实力企业、200多项技术需
求，来到湖南大学求技求贤。湖南大学则开放
其汽车车身设计及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超级计
算长沙中心等3个国家级研发平台迎接客人，
全面推进校地政产学研对接。

“千年学府、百年名校”，湖南大学是国家
“211”“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在机械、土
木、电气等多个学科领域有较强优势。

长沙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

作， 在政策上率先突破体制约束， 出台了
“自主创新33条”，并围绕“两创”基地城市
示范建设，出台了“1＋N”政策体系。 在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中， 设立产学研合作资金
和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近5年累计支持项目
2425项，金额4.57亿元。 同时，依托在国内
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建设湖南省大学科
技产业园、 湖南省高等院校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中心、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以及
20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2个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成功举办了10届科交会，促成
了2300多项、总投资1800多亿元的科技项
目落户长沙。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曹辉 蒋睿 唐
明)今天上午，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
校与湖南华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举行校企
合作挂牌仪式。 当天，双方就探索“现代学
徒制”培养模式、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共同
培养人才、专业课程开发等，进行了研讨。

湘潭市教育局副局长伍国强表示， 通过
整合企业、学校资源，形成校企合一、工学一
体的技能人才培养新机制，探索推行“现代学
徒制”培养模式，加快培养酒店、餐饮行业急
需的技能人才，将促进湘潭市职业教育发展，
为“大美湘潭”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金慧)12月26日上
午，中国慈善联合会在北京发布第四届“中国
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长沙市总指数得分为
86.87分，位居全国第八、中西部第一。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是对我国区域

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监测和科学评价
的指标体系，其统计、分析结果得到社会广泛
认可，被业界形象称为“城市爱心GDP”。 第四
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对全国256个直辖
市、 地级市和县级市2014年至2015年间城市

慈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涵盖我国大陆地区
87.5%的省、市、自治区，覆盖人口7.7亿。 通过
对城市社会捐赠、志愿服务、慈善组织、慈善经
济贡献、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城市慈善文
化6个方面，规模、结构、贡献、可持续性4个维
度，共51个指标进行综合计算，为各城市评定
指数得分。

陈永刚 曾迪 杨晗之 周彦英

12月26日一早，家住长沙市开福区一中宿
舍区的周进娭毑把家里的垃圾按照干、湿分类
后，放进楼下不同的垃圾箱。“以前已有社区工
作人员教我们怎么分类垃圾，还给每家每户发
了分类垃圾桶。 ”周娭毑说。

周娭毑所在社区是长沙市最先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的社区之一。记者从当天在这里
举行的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观摩调度
会上获悉，明年，长沙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垃圾填埋不堪重负，
一年花费6亿元

在长沙，垃圾分类口号喊了多年，但由于
统筹推进力度不够、 居民意识不强等原因，一
直未实现大的突破。

如今， 长沙生活垃圾日产量已从2005年
不到2000吨增加到7000吨以上， 仍在以每年
10%的速度增加，简单的垃圾填埋方式已让城
市周边土地不堪重负。 2015年，长沙市城区垃
圾运输、中转、填埋费用达6亿元。 长沙市城管
执法局局长邓鹏宇表示，对生活垃圾进行源头
分类，并在后续实施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实现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置，已刻不容缓。

“没有无用的垃圾，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
源。 ”今年3月，长沙市组织调研组，到全国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城市杭州市进行考察，发现杭州
由专业环保公司与周边商户合作，建立可兑换
的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居民可用积分到社
区周边商户购买商品。 目前，杭州市区生活小
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80%，市区生活垃圾年增
长率由过去10%降到2015年2.89%。

“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 ”邓鹏宇说，推进
垃圾分类处理，不仅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全
民参与，“如何让居民更积极参与、 乐于参与，
真正做好这件惠民利民的事，是我们作为职能
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长沙市城管委办公室已下发《关于
开展长沙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通
知》， 确定今年至2017年为长沙城区垃圾分类
试点期，2018年至2020年为试点推广期，2020
年至2025年将进入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广期。
计划用10年， 同步配套完成新的垃圾处理终
端， 并逐步实现主城区生活垃圾全面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综合利用的目标。

10个街道试点分类处理，效果明显
从今年10月起，长沙市在10个街道、57个社

区（村），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运输、处置
试点。试点街道社区以干、湿两分类为基础，将生
活垃圾分为餐厨垃圾（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4大类收运处理。

开福区清水塘街道是试点街道之一。试点
开展后，该街道一中宿舍小区入口处新增了一

个专门回收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的综合收集
点。 小区宿舍楼下，颜色各异的分类收集桶十
分醒目。其中，蓝色、红色、绿色、黑色分别用于
回收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湿垃圾）、
其他垃圾（干垃圾）。每天还会有专门的餐厨垃
圾回收车辆来收运，居民不用担心餐厨垃圾里
的脏水污染小区路面了。

“能卖拿去卖，干湿要分开。 ”周进娭毑说，
小区家家拿到了垃圾分类桶，同时发下来的还
有生活垃圾分类指引。 一个多月坚持下来，发
现给垃圾分分类不是什么麻烦事，正慢慢成为
居民的一种习惯。

其他试点街道也反映，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知晓率、认可率、参与率明显提高，小区环境改
善明显，分类试点工作正稳步推进。

■链接

生活垃圾4大类别
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生活

垃圾，包括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
家具、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

有害垃圾：指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
处理的垃圾，包括废药品、杀虫剂、消毒剂、油
漆和溶剂、化妆品及这些废物的包装物、荧光
灯管、温度计、充电电池等。

餐厨垃圾：指家庭、饭店、食堂等产生的餐
饮垃圾及其他易腐有机垃圾。包括剩菜、剩饭、
菜叶、果皮、蛋壳、废弃食用油脂、抽油烟机剩
油、厨房下脚料、食品加工废料等。

其他垃圾：指分类之外的垃圾，包括烟蒂、
受污染无法再生的纸张、破旧陶瓷品、灰土、一
次性餐具、妇女卫生用品等。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雨薇 张灿强 钟文兴

名片
熊紫鹏，湖南湘潭人，1997年生，现为湘

潭大学兴湘学院2015级电子商务班学生，由
于早产缺氧导致先天脑瘫、视神经受损，为三
级肢体残疾。他自立自强，大一通过大学英语
四、 六级考试， 自学C、Java语言编程， 获得
2016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
大赛特等奖、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新、创意、创业”挑战赛全国二等奖等。

故事
熊紫鹏与弟弟属于双胞胎，由于早产缺

氧，熊紫鹏先天脑瘫、视神经受损，表现为视
力模糊、四肢运动困难。6岁前的时光，他几乎
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其间，他做了脊柱修复
和视神经修补手术，情况稍有好转。

虽然身体上有缺陷，但熊紫鹏从不因此
自卑、自弃。心态的培养和性格的塑造离不开
宽容的家庭环境。

幼时起，父母亲便不断对熊紫鹏灌输意
识———负面心态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事情
更糟糕。为了使熊紫鹏能够适应社会，父母让
他学前就开始接受双语教育， 学习英语和计
算机，由于基础牢，熊紫鹏的英语水平一直超

出班上的其他学生。 为了填补熊紫鹏幼年的
遗憾，每逢假期，父母常常带着兄弟俩出游，
这大大开阔了熊紫鹏的眼界， 也逐渐让他的
性格转向外向和自信。有一回，在去广州的火
车上， 母亲鼓励他主动和邻座的外国友人英
语对话， 从刚开始的害羞脸红到后来的大方
主动，熊紫鹏变得越发自信起来。“母亲从小
为我营造了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 让我觉得
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熊紫鹏说。

为规避一些负担，又与兴趣相结合，高考
填志愿的时候， 熊紫鹏填报了湘潭大学兴湘
学院，读电子商务专业。 由于身体缺陷，引起
该校招生办高度重视，便接熊紫鹏来到学校，
看到他完全能够生活自理，才录取了他。

在大学， 熊紫鹏每天都是6时30分起
床，7时15分到达教室，从不马虎。 早读、记
单词，是他的必备项目。 为了更合理利用周
末的时间，他选修了感兴趣的通识课。 而更
多的课外时间， 则被他用来自学计算机教
程，通过加入学习群，既能认识不足，又能
为他人解惑。 英语水平的优势，使得他经常
在学习群里化身为翻译。 他还是学院“科学
技术与创业实践中心”的一名技术顾问，每
逢学院晚会、讲座等活动，便帮助处理技术
性工作。 他说：“英语为计算机的学习奠定
了基础， 对计算机的求知欲又加强了对英
语的学习。 ”大一成绩下来，熊紫鹏名列班
上前茅。

英语和计算机的运用， 还体现在他参加
的赛事中。

接触创新创业比赛，源于一次《电子商务
概论》课团体作业。敏锐的刘湘蓉老师在熊紫
鹏所在团队的策划书中发现了商机， 随即鼓
励他们对策划书进行完善并参加比赛。 这个
项目起初叫“亮窗智能”，即通过大数据来自
动控制盆栽的养护。然而，梦想的实现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 虽然有C、Java语言基础，但大
学之前， 熊紫鹏并未真正将技术运用于较大
的工程项目。在项目落实之初，熊紫鹏遇到不
少技术瓶颈，为此，他常常和团队成员一同前
往图书馆查阅资料，逐一破解难题。功夫不负
有心人， 他们的参赛作品得到了老师和赛事
主办方肯定。 后来，又经过不断地完善更迭，
现已发展为“云植科技”，他和团队正在积极
申请专利中。下一阶段，熊紫鹏还将和他的团
队在学术方面争取创新、突破。

谈及未来，熊紫鹏计划报考研究生，在毕
业后和弟弟一起创业。

引进猪和地方猪“猪”联璧合
“优良种猪繁育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通过验收

熊紫鹏：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雨薇 张灿强 钟文兴

名片
熊紫鹏，湖南湘潭人，1997年生，现为湘

潭大学兴湘学院2015级电子商务班学生，由
于早产缺氧导致先天脑瘫、视神经受损，为三
级肢体残疾。他自立自强，大一通过大学英语
四、 六级考试， 自学C、Java语言编程， 获得
2016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
大赛特等奖、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新、创意、创业”挑战赛全国二等奖等。

故事
熊紫鹏与弟弟属于双胞胎，由于早产缺

氧，熊紫鹏先天脑瘫、视神经受损，表现为视
力模糊、四肢运动困难。6岁前的时光，他几乎
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其间，他做了脊柱修复
和视神经修补手术，情况稍有好转。

虽然身体上有缺陷，但熊紫鹏从不因此
自卑、自弃。心态的培养和性格的塑造离不开
宽容的家庭环境。

幼时起，父母亲便不断对熊紫鹏灌输意
识———负面心态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事情
更糟糕。为了使熊紫鹏能够适应社会，父母让
他学前就开始接受双语教育， 学习英语和计
算机，由于基础牢，熊紫鹏的英语水平一直超

出班上的其他学生。 为了填补熊紫鹏幼年的
遗憾，每逢假期，父母常常带着兄弟俩出游，
这大大开阔了熊紫鹏的眼界， 也逐渐让他的
性格转向外向和自信。有一回，在去广州的火
车上， 母亲鼓励他主动和邻座的外国友人英
语对话， 从刚开始的害羞脸红到后来的大方
主动，熊紫鹏变得越发自信起来。“母亲从小
为我营造了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 让我觉得
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熊紫鹏说。

为规避一些负担，又与兴趣相结合，高考
填志愿的时候， 熊紫鹏填报了湘潭大学兴湘
学院，读电子商务专业。 由于身体缺陷，引起
该校招生办高度重视，便接熊紫鹏来到学校，
看到他完全能够生活自理，才录取了他。

在大学， 熊紫鹏每天都是6时30分起
床，7时15分到达教室，从不马虎。 早读、记
单词，是他的必备项目。 为了更合理利用周
末的时间，他选修了感兴趣的通识课。 而更
多的课外时间， 则被他用来自学计算机教
程，通过加入学习群，既能认识不足，又能
为他人解惑。 英语水平的优势，使得他经常
在学习群里化身为翻译。 他还是学院“科学
技术与创业实践中心”的一名技术顾问，每
逢学院晚会、讲座等活动，便帮助处理技术
性工作。 他说：“英语为计算机的学习奠定
了基础， 对计算机的求知欲又加强了对英
语的学习。 ”大一成绩下来，熊紫鹏名列班
上前茅。

英语和计算机的运用， 还体现在他参加
的赛事中。

接触创新创业比赛，源于一次《电子商务
概论》课团体作业。敏锐的刘湘蓉老师在熊紫
鹏所在团队的策划书中发现了商机， 随即鼓
励他们对策划书进行完善并参加比赛。 这个
项目起初叫“亮窗智能”，即通过大数据来自
动控制盆栽的养护。然而，梦想的实现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 虽然有C、Java语言基础，但大
学之前， 熊紫鹏并未真正将技术运用于较大
的工程项目。在项目落实之初，熊紫鹏遇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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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否？ 桃花源记
常德桃花源提质改造完成近八成工程量

院士倡导设立“伟人之托”奖助学金
湘大208名学生共获94万元

求技寻贤入校园

校企“联姻”育人才
湘潭探索“现代学徒制”教学培养模式

熊紫鹏。 图/张杨

长沙“城市爱心GDP”领跑中西部

长沙一天产生垃圾7000吨以上———

分类处理，刻不容缓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黄志东 杨爱民 李仁贵） “能用我的造
血干细胞救活他人， 我很开心。” 12月27日，
从长沙乘车回到江华， 见到家人时， 李首军
高兴地对大家说。

12月26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李首军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为1
名白血病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李首军今年30岁， 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 2010年加入公安队伍，
2011年6月第一次献血。 听说中华骨髓库中造
血干细胞样本还较少， 很多白血病患者急需

找到合适的人进行配型， 李首军又主动报名，
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行列。 今年6月27日，
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为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患者重新点
燃生命的希望，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李首军的妻子张凤听说丈夫要为患者捐献造
血干细胞， 表示理解和支持。 12月25日， 张
凤陪丈夫一起来长沙， 承担了照顾丈夫的任
务。

江华民警捐造血干细胞

� � � � 12月27日， 艺人在
进行三棒鼓表演比赛。
当天， 中国武陵山区第
二届三棒鼓擂台赛在龙
山县举行， 来自湘鄂渝
边区数十支队伍参加为
期2天的比赛。 三棒鼓
是广泛流传于武陵山区
的一种民间地方曲艺，
以西南官话为语言， 以
演唱为主， 辅以精彩的
刀技和杂耍， 讲究韵
脚， 语言风趣， 雅俗共
赏。 曾祥辉 摄

三棒鼓
打擂台

湖南日报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邹
靖方 ）今天，2016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峰
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发布了全国335个城
市的互联网+社会服务指数排名， 长沙市
互联网＋社会服务总指数以135.99位居全
国15，在华中地区排名第二，其中在线医
疗新模式指数以258.03位居全国第十。

峰会现场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蚂蚁
模式”的“六维模型”，勾画未来城市的蓝
图。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在峰会上表示，
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协
同治理”“数据驱动”，蚂蚁金服将为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移动政务服务、 信用城市
等解决方案。

峰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10月，蚂蚁金服已与全国25个省（市、区）政
府352个城市在新型智慧城市、 互联网＋政
务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包括车主服务、政
务办事、医疗服务、交通出行、生活缴费等在
内的9大类58种不同类别的服务， 已经为超
过1.5亿用户提供简单便捷的服务体验。目
前，长沙市在支付宝上线的城市服务超过35
项，包括交通违法缴罚、港澳通行证续签、社
保查询、实时路况等。

新型智慧城市“蚂蚁模式”发布

长沙在线医疗新模式位居全国第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