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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邓高红 黄礼

【友城档案】
马尔凯大区位于意大利的中东部， 下辖5

个省，面积不足1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是意
大利较小的地区。 但其人均收入居意大利第
四，是欧洲著名的物流中心之一。尤其是年产
皮鞋2亿双，约占欧洲的40%，所有意大利国际
著名的皮鞋皮具品牌皆发源于此。

马尔凯大区主要有机械、 造纸、 化工、服
装、制革、皮鞋、家具、食品等行业，同时也是意
大利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

这里中世纪的历史遗迹众多，旅游业也很
发达。它濒临亚得里亚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北
边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威尼斯，西北面是历史文
化名城佛罗伦萨， 这里还有意大利最大的溶
洞，形成了一条极富特色的旅游线路。因其美
好的环境和景色，马尔凯大区曾被达芬奇誉为
“一片比例协调的领土”，被歌德赞誉为“一处
神奇的造物”。

【“联姻”时间】
2010年9月， 双方签署了湖南省与马尔凯

大区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 》。2013年11
月， 双方正式签订了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
书，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联姻”故事】
9年前，为了寻求自身的转型发展，株洲市

芦淞市场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在中国株洲(芦
淞) 炎帝服饰商务节上签订服饰产业合作协
议，决定通过优势互补，提升芦淞市场的产业
化、国际化水平。

不曾想，正是这次的商贸合作，促成了湖
南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结成友好关系：2010
年4月， 来湘访问的时任意大利马尔凯大区主
席姜马里奥·斯巴伽与时任省长周强在会谈中
一拍即合，双方决定：两省区结为“秦晋之好”。

除了制鞋业和纺织服装业闻名世界，马尔
凯大区一直提倡绿色经济，每年超过50%的垃
圾得到循环利用。于是，两地的环保合作，也从
结好之初就开始了。

2013年， 省环保厅和马尔凯大区国土环
境部签订《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两方就环
保合作交流达成一致意见，湖南表示将学习意
方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 固废综合利用、制
革行业清洁生产、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等
方面的先进经验。

访问交流、 举办环保论坛及商业会谈、开
展合作培训项目……合作陆续展开，2015年7
月和2016年10月， 双方在马尔凯大区首府安
科纳市举办了两期“环境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发
展高级培训班”， 我省30多名环保官员赴意参
加培训，学习欧盟及意大利环境管理政策法规
和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水污染防治技术、环境
监测技术等，并实地考察污水处理厂、城市垃
圾填埋场、危废处置工厂等，“零距离”接触欧
盟先进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

在拓展了政府与企业及大学、研究院所之
间的合作后，2016年底，意大利最大的环保公
用事业集团、固体废物处理业务排名意大利第
一及欧盟前三的赫拉集团负责人一行前来湖
南，就“德泽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处置项目”

合作事项进行座谈，期盼用意大利在固体废物
处理方面最好的技术，在湖南创造出示范性与
代表性的成果。

除了“走出去”学习，湖南也致力于把意大
利马尔凯大区的环保经验“请进来”。2014年在
长沙挂牌成立的“中意低碳技术研究中心”就
是引进的成果之一。

意大利在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发展方面
拥有世界领先的科技实力和政策经验。2013
年，省林业科学院与马尔凯大区驻湖南代表处
谋划搭建一个重点围绕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
领域的联合科研平台。

2014年5月，双方正式签订双边框架协议，
筹划成立一个中心总部位于长沙市，由中意双
方联合管理的“中意低碳技术研究中心”。同年
10月签署了正式科技合作协议，共同组建中意
低碳技术研究中心， 实现中意合作信息共享，
探讨和分享低碳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促进双
方科技创新成果的转移， 推动两国高新园区、
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的对接。

中意低碳技术研究中心重点聚焦当前资
源与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围绕生物质新能源
与生物质新材料，水、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及
其生态修复，节能减排、林业碳汇和城市森林，
循环农业和有机农业， 湿地与水生态安全5大
领域， 联合组织和实施低碳技术及产品的研
发，共同分享低碳领域的先进技术成果。

2016年，湖南与马尔凯大区进一步深化在
跨境电子商务、环保、食品、服装、物流等多个
行业的实质性交流合作，喜欢“买买买”的长沙
人很快就能在家门口买到意大利原产的皮鞋、
皮具和服装了。

【人物见证】

两省区“联姻”
为我牵了“红线”

讲述人：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城有限
公司招商主管 何冬梅

有时候觉得缘分真的是件很奇妙的事情。
比如我之前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个衡阳姑
娘，会和一位意大利帅哥谈恋爱。更想不到的
是 ，我俩的 “媒人 ”居然是湖南省和马尔凯大
区。

我和克里斯·瓦罗蒂的相识，是在2012年5
月长沙举行的第七届中博会上。

那次展览专门开设了“友城展区”，邀请德
国黑森州、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法国中央大区
和日本滋贺县的代表设展推介。当时，还在长
沙大学英语专业读大三的我被喊去为德国黑
森州展台做翻译，就这样认识了隔壁马尔凯大
区展台的负责人克里斯。

克里斯是来湘任马尔凯大区驻湖南联络
处主任，刚到长沙不过两周。但他之前已经来
过两次湖南， 不少美食和美景都早已见识过
了。为了和我“搭讪”，他假装自己对长沙非常
陌生，需要一个导游带他玩长沙。不明就里的
我带着克里斯逛火宫殿、橘子洲头，吃臭豆腐、
嗦米粉……后来才发现，对于湖南、对于长沙，
他比我“懂套路”得多！

因为克里斯不懂中文，又经常需要参加一些
政府会议和商务会谈， 于是他常常叫上我当翻
译，一来二去，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几个月后， 在烈士公园的一艘游船上，克
里斯用一首浪漫的意大利歌曲向我表白。经过
慎重考虑，我决定和他交往试试看。

交往5年来，我俩几乎没有文化差异，互相
熟悉着对方的文化习俗，克里斯用他的浪漫、包
容和细心守护着我和我的家人， 让我觉得他是
个很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今年，我们也特地策
划让双方家长在中国来一次特别的旅行， 我们
这段友城牵线的爱情，也会走得越来越远。

如今，他为中意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出谋
划策， 我为意大利企业来湘发展牵线搭桥，我
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促进两地之间的友
好往来默默贡献一份力量。祝愿湖南与马尔凯
大区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永远“幸福
甜蜜”！

永兴县柏林镇图府村 李昌

我是永兴县柏林镇图府村贫困户。今
年5月16日， 扶贫工作队常务副队长李飞
来到我家，他是县城管局的干部 ，驻柏林
镇扶贫已有3年，多次来往中，我们成了老
熟人。他很惦记我家开的网店办得怎么样
了，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解决。

我今年57岁，党员，当过多年村干部，
一家4人。女儿远嫁他乡，儿子在12岁时被
一场车祸夺去了双腿 ， 至今32岁未婚 。
2015年， 扶贫工作队针对我家的情况，建
议我们开网店卖当地小南竹， 如竹片、竹
架板、竹菜架等。我对电脑之类的东西不
懂，心里没一点底，好在我儿子李祥望懂
这些，他也鼓励我尝试一下。

2015年4月 ， 县城管局出资5000元 ，
给我家买了一台台式电脑 ， 并让村里的
会计李检苟和我们一起开通卖小南
竹的网店，李会计负责收购竹子 ，我
们负责在网上进行销售 。 刚开始卖
得不怎么样 ， 工作队的同志经常上
门教我们如何进行网店推广 ， 如何
宣传自己的产品等 。此后 ，关注网店

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销路也慢慢打开了。
如今， 我们的网店每天成交2至3单，

产品远销海南、广西、湖北 、安徽等地 。今
年扶贫工作队又建议我们开发、销售南竹
工艺品，目前正在尝试。我儿子很有信心，
而且用毛笔在墙上写下4个大字： 天道酬
勤！这让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网店越办越好 ， 我决定让儿子来打
理，与合作伙伴把这个生意做下去 。这样
儿子能自食其力，将来生活不愁 。我自己
再干点其他的事，多抓点收入 。扶贫工作
队了解我的想法后， 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去年6月，依托金融扶贫政府贴息贷款，我
拿到5万元贷款，投到联系好的企业，每年
有5000元分红。 我自己再干点其他事，相
信家里今年纯收入不会低于3万元， 脱贫
应该没问题。

（李秉钧 曾翔 何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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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马尔凯大区：

共享欧盟先进环保理念
———国际友城那些事儿
开放崛起新湖南

� � � � 2014年6月23日， 市民免费品鉴意大利红酒。 当天， 长沙裕湘纱厂和意大利马尔凯大区
启动文化艺术交流周活动。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李川

“Sorry（对不起）！卖完啦！”5月21日上午
10时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展厅，印度
矿物晶体矿产开采经销商Sami� Makki眉开眼
笑地向前来参观的市民表达歉意。

就在不久前，Sami� Makki所在公司展出
的所有展品被来自美国的参展商弗兰克，以一
口价人民币201600元买下。弗兰克告诉记者，
他是这届矿博会的参展商， 卖了不少展品；同
时,借助这个机会，他也采购了不少精品，收获
很大。弗兰克表示，他买这些展品是为了收藏。

来自福建的陈女士后悔自己出手晚了，她
问弗兰克：“我能向你购买一些展品吗？” 弗兰
克连连摇头，并用手摆出“遗憾”的样子。见弗
兰克毫不松口，陈女士叹着气说：“哎！犹豫了
一下，就错失了这些宝贝。”说完，她赶紧向下

一个展台走去。
像这样的“惊喜”和“遗憾”，在矿博会这几

天的会展里，每天都会上演。第五届矿博会展
览与交易进入倒计时，5月22日结束。利用周末
时间，很多淘宝客果断出手，选购自己中意的
奇石异宝。

在一个围满人群的展台前， 记者停下脚
步，来自苏仙区的奇石爱好者江伟得意地展示
刚刚到手的多米尼加蓝珀，他高兴地向其他淘
宝客介绍自己的宝贝：“这是我淘到的宝贝,多
米尼加蓝珀，全世界最轻的宝石，多漂亮！”

记者问江伟多少钱“淘”到的，他说390元
一克的蓝珀着实不便宜，他和墨西哥客商讨价
还价了一个多小时， 最终花1.2万元拿下这件
心仪的宝贝。江伟这次已经是第五次参加矿博
会，每届矿博会，他都会参与“淘宝”。目前，他
收藏的宝贝，有一半多都是在矿博会上“淘”到

的。
在多个展台经过时，记者见到不少淘宝客

出手很“阔绰”，从选货到把一捆捆的人民币交
到展商手中，过程简单而又快捷。从江西过来
的周恒斌就是其中一位，他告诉记者：“我在矿
博会上已转了两天，这位巴西展商的陨石让我
爱不释手。先前谈了两次价后，今天决定要出
手了。”他把买好的陨石用袋子装好后，放进了
随身带的包里，随即满意地离开。

华峰奇石艺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文
武介绍，周末这两天，他展台的矿物晶体成交
量明显增加。 国外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的居
多，国内以个人收藏者居多。两者交易量占比
相当。

矿博会策划部工作人员朱敏告诉记者，这
次矿博会展品， 小到10元一件的矿物标本，大
至上亿元的宝石，各种价位的精美矿物宝石琳
琅满目， 吸引着不同需求的淘宝客前来“淘
宝”。特别是参展商相互之间的定购、交易，促
进了中外矿物宝石的相互流通和交流。

白培生 颜石敦

“这块菱锰矿020号竞拍者出价1万元，
有加价的吗？哦，那边028号竞拍者加到1.5
万元……”

5月20日下午， 2017年中国首届国际矿
晶拍卖会在郴州体育中心拍卖厅举行。作为第
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创新
之作，“矿晶拍卖”被首次引入，吸引了国内外
200余名矿物宝石收藏爱好者参加竞拍。

记者了解到，为调动广大矿物宝石收藏爱
好者的参与热情，增强矿博会的吸引力，郴州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专门组织了44块
矿晶参与拍卖，包括陨石、孔雀石、碧玺、萤石
等。全部用展柜陈列在拍卖厅现场，在荧光灯
的映照下，它们晶光闪闪，格外漂亮。

“举牌不反悔，落槌即成交，结算在现场，
友谊为第一。”当天15时，拍卖师一声宣告后，
拍卖会热烈开场。

参与拍卖的01号藏品是来自美国的陨石。
拍卖师介绍，它形成于45亿年前，大约5万年前
从一颗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重3.6千克。它光
鲜外表背后的神秘历史， 让竞拍者好奇不已，
经过多次加价， 最终一位竞拍者用2.2万元将
其收入囊中。

01号藏品的顺利成交，顿时点燃了拍卖会
的热情。在现场，竞拍声、落槌声，此起彼伏！

颇具悬念的是第20号藏品，一块产自澳大
利亚的铬铅矿, 拍卖师报出的起拍价为1000
元，随后价格一路飙升。记者数了数，先后有7
位竞拍者参与竞拍、22次举牌加价。

“第20号藏品铬铅矿，046号这位先生出

价5.3万元，还有加价的吗？5.3万元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咚’！成交。”拍卖师手起
槌落，046号竞拍者如愿以偿拍下宝贝。

一位竞拍者说，他也很喜欢这块50多厘米
长、橘红色的铬铅矿，前后6次加价，由最初的
3.9万元加至5.2万元。但最后关头稍微迟疑，便
被046号那位先生抢先拍下，只好忍痛割爱了。

第33号藏品碧玺是这次拍卖会的重量级
宝贝之一，它形态典雅，重6.8千克，高50厘米
左右，绿中带红，非常罕见。此前，它一直被欧
洲的一名收藏名家收藏，这是第一次向公众展
示。拍卖师介绍完藏品，便引来一片赞誉。

这块碧玺的起拍价为100万元， 每次加价
为10万元，由于起拍价高、加价也高，与第20号
藏品铬铅矿相比，要求竞拍者有较强的经济实
力。3位竞拍者分别报出了100万元、110万元、
120万元的价格，结果被022号竞拍者以120万
元的高价买下。

……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竞拍，44块矿晶共

成交38块，交易总额达500多万元。

赶紧“淘宝”去！

“‘咚’！ 成交”
———2017年中国首届国际矿晶拍卖会见闻

网店“开”出脱贫路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周俊 肖星群 李俐

“我们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养殖了
蜜蜂、野兔子、走山鸡，患病的女儿也开了
网店，全家人现在都信心十足，我们不但
要脱贫，还要致富呢！”5月17日，涟源市渡
头塘镇菊花村贫困户聂成初在向记者诉
说脱贫成果时，脸上洋溢着喜悦。

去年底，涟源市人大代表、渡头塘镇
干部邱艳红，来到菊花村担任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主要工作就是带领村民脱贫。在
查阅菊花村贫困户信息时，聂成初的情况
吸引了邱艳红的注意。2010年， 聂成初承
包了140亩山林，养殖了一批走山鸡，因不
懂养殖技术、 又找不到销路， 损失惨重；
2012年， 聂成初的女儿患上急性白血病，
聂成初倾尽所有家产，至今还有20多万元
债务；去年，聂成初捡到近3万元现金，他
将这笔救命钱还给了失主，被评为当年的
“湖南省诚实守信好人”和“娄底市十大新
闻人物”。

“邱书记，我有力气、想干事，家里还
有山林， 却不知从哪入手。” 见邱艳红进
门， 聂成初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困
惑。经仔细了解，邱艳红说：“还得从你手
上的140亩山林做文章，但具体怎么搞，我
也拿不准，这样，我带你去详细咨询了解

以后再做决定吧！”
随后的大半个月，邱艳红带着聂成初

到扶贫、农业、国土、林业等部门反复咨询
政策，并请来农技师为他“量身定制”产业
规划。最终决定在山上搞养殖，按照蜜蜂、
野兔、走山鸡配套喂养的模式，实现产业
的多层次发展。

为了让聂成初掌握养殖技术，邱艳红
推荐他参加涟源市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和省农科院的养殖技能培训；为解决资金
问题，邱艳红带着他与镇扶贫办和农商行
多次对接，寻求小额贷款支持；为发挥脱
贫带动作用，邱艳红帮扶他成立农业合作
社，并邀请其他贫困户共同参与。

今年3月2日，聂成初的生态农业综合
合作社成立了， 合作社共养殖蜜蜂80多
箱、野兔60多只、走山鸡300多只，并带动
贫困村民35户。女儿聂智聪也在邱艳红的
帮助下，开起了网店，一方面为合作社搭
建网上销售平台，另一方面为村民代购农
资品。虽然合作社刚起步，但许多产品已
通过网络预约销售，前景看好。

聂成初算了一笔账，按现有养殖规模
计算，年底可增收3万元，其他35户贫困户
每户年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 脱贫指日可
待。目前，他正积极谋划扩大规模，带动更
多贫困户。

合作社点亮脱贫希望

� � � � � �荨荨 （上接1版）
要将5万个被称作“元胞” 的电子单

元，高度均匀地安置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
芯片上，并能够承受大电流、高电压的工
作环境，无异于“针尖上绣花”。

IGBT芯片制造，前后有200多道工艺
步骤，涉及半导体、机械、电子、计算机、材
料和化工等多门复杂学科。每个工艺步骤
必须精准到位，每项技术火候都必须拿捏
得当。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
细小环节的差异，就可能导致整批芯片报
废。

一块即将封装的IGBT模块上， 其芯
片周边配有一个黑色的环。 罗海辉介绍，
黑环是IGBT芯片核心部件之一， 可以阻
断7000伏以上的电压，“就好比三峡大坝，
能承受很大水压”。 因此， 黑环下面的设
计、工艺、材料，要求都非常严格，“科研人
员实验了几百次，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突
破这个难点”。

试验室里，产品测试正在进行。6条手
臂粗的导电铜缆连接在IGBT模块上方，
通过24小时不间断地开关电源，对模块性
能进行检测。

“每个模块投放市场前，都要经过两
三天的连续检测试验。此过程中，其内部
要做上百万次电源开、 关循环。”IGBT产
品开发部部长彭勇殿告诉记者。

温度测试也必不可少。试验室内的两

个箱体内，一排排封装好的IGBT模块，正
在高温与高冷之间“煎熬”。彭勇殿介绍，
高铁既要开行在高寒的北方，也常奔驰在
炎热的南方，外部环境温差大，对芯片的
考验则在150摄氏度至零下40摄氏度之间
进行。

在这间试验室，IGBT模块要历经极
端温差、湿度，以及电流、震动等十几道检
测，全部过关才能下线。

当年，为攻克IGBT关键技术，时代电
气副总工程师刘国友等30余人，远赴英国
丹尼克斯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白天8小时
搞科研，晚上与国内的工程师团队交流讨
论，加上时差因素，每天睡眠时间都很少。
个中艰辛，一言难尽。”刘国友告诉记者，
中西方研发人员一起讨论，起初，中方人
员以为“Good”是“好”，事实并非如此。“对
英国人来说，Good，仅表示部分同意。如果
他特别认同，会用一些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词，比如Excellent、Wonderful”。

2014年6月，经过6年不懈努力，由我
国自主研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8英寸
IGBT芯片在中车时代电气成功下线。从
此，中国高铁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中国
芯”。

“中国芯”从无到有，迸发出澎湃动力。
目前， 已占据国内电力市场60%以上份额，
国内机车市场占有率达70%。同时，批量出
口北美、欧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市场。

澎湃的“中国芯”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 陶芳芳 孙应
德 ）昨天，长沙市第八届“杜鹃花开·情
满星城”爱心公益项目博览会在长沙县星
沙文化广场举行。现场，摆出66个爱心义
卖展台，琳琅满目的特色义卖品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

据了解，长沙市爱心公益项目博览会
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 得到了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所募集爱
心款全部用于开展“青春助扶贫，爱心伴
成长”项目。此次活动共筹得27万余元。

据悉，这些爱心筹款将全部进入骄杨
爱心基金，用于帮扶长沙县和龙山县青少
年困难群体。此外，共青团长沙县委也向
市青基会捐赠了22万元青春扶贫爱心款，
用于开展社会扶贫活动。

长沙市举行第八届爱心公益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