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卢娜娜） 应全国青联邀请， 以印
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主任为团长的印度
青年代表团一行100人于6月10日至14日
来湘访问。 代表团此次访华， 旨在落实
中印两国领导人倡议和中印 《联合声明》
精神， 巩固青年事务和体育部互访机制，
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年间的交流、 理解和
友谊。

代表团参观考察了长沙中电软件园、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湖南基石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高新科技产品展
区， 了解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模式， 并现
场观看了无人机的操作及使用。 在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北汽株洲分公

司等代表性产业集团， 参观了生产车间，
并了解企业生产制造先进理念及新兴技
术。 青年创新创业领域， 代表团参观了
根植长沙本土的青年垂直社区———P8星
球以及湖南御家汇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
湖南青年创业情况， 感受网络电商的迅
猛发展态势。

代表团成员还走进长沙博物馆， 深
入细致地了解了长沙的古代史及近代史，
并在现场体验高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
修复、 演示等领域的运用。 还观看了花
鼓戏 《刘海砍樵》、 杂技表演及二胡演奏
等精彩节目。 并参观了岳麓书院、 橘子
洲等著名景点， 感受湖湘文化的独特魅
力。

印度青年代表团来湘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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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为促进新兴优势产业的产学研对接合作，
省经信委主动当“红娘”发布“招贤榜”，为
116家企业的140个产业项目寻求技术支
撑，为22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56个最新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寻找“婆家”。

记者从省经信委网站看到，无论是急
需技术支撑的140个项目， 还是需要转化
的156个科研成果， 都属于我省重点支持
的新兴优势产业。 其中，急需技术支撑的
140个项目中，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
械、化工新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
车、新能源装备、人工智能及传感器、中药
等产业链项目，占到总项目的75%以上。寻
求技术需求的，既有中联重科、中车株机

等知名企业，也有大批成长性好的中小企
业， 且这些企业都列出了明确的研发目
标、指标，注明了研发投入规模。 而需要转
化的最新科研成果，大多来自知名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国防科大、长沙理工大学等重点高校
成果转化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60％。 这些
科研成果，既有发明专利支撑，又有技术
和平台支持，产业发展前景可观。

据省经信委介绍，“招贤榜”6月13日
刚发布，即遭遇“热捧”。 对接平台上，供需
双方开展了热烈地自由洽谈，多数项目有
了初步合作意向。 下一步，省经信委将继
续推动现有项目开展在线对接，并跟踪督
促做好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余蓉 ）
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 2017
年， 我省继续实施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农
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按
照“自愿报名、 择优录取、 公费培养、 定
向定期服务” 的原则， 为我省县以下农
村初中培养本科层次初中教师， 计划招
生1550人。

根据项目计划来源， 此次招生计划
分为省级项目计划招生计划1430名， 市
州项目计划招生计划120名。 根
据培养目标需要， 招生计划分
为普通招生计划、 定向到乡镇
任教招生计划和定向到民族乡
招生计划3类。 省级项目计划的
培养工作由衡阳师范学院、 湖
南文理学院承担， 市州项目计
划的培养工作由吉首大学承担。

报考学生应是持招生来源
计划所确定的县市区户籍的
2017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且保
证毕业后服从有关教育行政部

门的安排， 回相应的定向地区农村初中
任教不少于8年。 其中报考少数民族乡计
划志愿的考生可以享受加分政策， 加分
幅度为中考所含科目满分之和的10%。 培
养模式采用“二·四分段”， 即入学后前2
年注册中职层次学前教育专业学籍， 成
绩合格者参加当年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
试， 考试成绩达到省当年划定录取分数
线的， 升入本科层次学习4年， 成绩合格
者颁发四年制本科毕业证书。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由湖南日报社、桃江县委、桃江县政府、北京
新丝路时尚机构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三湘都市报、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
桃江县委宣传部、桃江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局承办的“2017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在长
沙开幕。

据介绍，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已成功举
办14届。今年组委会把参赛标准放宽，“潮模
组”选手参赛降低身高门槛至1.58米。组委

会负责人透露，这是为了让模特梦想不再高
高在上，矮个子一样可以圆T台梦。今年的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 结合桃江推广全域
旅游进行，有多项活动贯穿其中 ,即桃花仙
子暨桃江形象代言人选拔赛；邀请省内知名
书法家、美术家、摄影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共60余人沿桃花江采风创作；以《桃花江是
美人窝》的原曲词为元素，面向社会征集新
词新曲；在长沙举办《诗画桃花江》书法摄影
美术作品展览等。

今年，组委会将在长沙、益阳、株洲、衡
阳、常德、永州、娄底、张家界等8个市州设立
分赛区，还特别开设高校选拔赛，其中益阳
赛区和湖南总决赛均将在益阳桃江举行。本
次大赛的奖项设置除了女子潮模组、女子超
模组、男子超模组分设冠、亚、季军，还设置
了最佳人气奖、最佳上镜奖、最佳形体奖、最
佳活力奖、最佳才艺奖、最佳T台表现奖、最
佳气质奖、最受媒体欢迎奖、最佳造型奖和
爱心公益奖。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快速升温中的长沙土地市场再起波澜。据
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今日公告，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中止了【2017】长土网
019号宗地（简称“019号地块”）的挂牌出
让。据了解，该宗地为商住用地，原定今年
6月15日竞拍，已有多家开发商看好，如正
常竞拍或大幅推高成交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 毗邻019号地块的
【2017】长土网018号宗地（简称“018号地
块”），在历经150轮激烈竞价后，刚刚于上
周成交，引发各界强烈关注。竞得人为湖
南省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折合楼面地价
为每平方米8142元，相比起始价每平方米

3257.1元，溢价率达150%，刷新了长沙滨
江新城板块的楼面地价新高。

据公开披露信息，019号地块位于长
沙河西， 岳麓区滨江片区桐梓坡以南、湘
岳南路以东。 出让面积45598.87平方米
（68.398亩），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
容积率≤3.6。挂牌起始价83560万元，起始
楼面地价折合为每平方米5090.3元，高出
018号地块起始价1833.2元。

业内普遍认为，018号地块在设有“需
建设并引进至少一家银行类金融机构或
全国总部”的竞拍门槛下，依然拍出高溢
价；019号地块几乎无竞拍门槛，如正常竞
拍或引发多方激烈角逐。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甜

6月9日， 一名湖南游客在泰国苏梅岛对
一名溺水休克的美国游客及时施救， 持续进
行胸外心脏按压及人工呼吸10分钟， 将溺水
男子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6月14日，记者通过湖南梦之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找到了这名热心的湖南游
客———长沙市第一医院骨科的潘凯华医生。

潘凯华向记者讲述，6月9日中午时分，在游
玩至苏梅岛一处瀑布时，突然听见有人呼救。他
循声跑去， 只见一名外国青年男子躺在瀑布边
的石头上，因为溺水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此时， 有人在为该溺水男子做人工胸外
按压救护。 潘凯华定睛一看，“施救者按压在
溺水者的胸骨上段，部位不对。 ”

“我是医生，让我试试！ ”潘凯华快步上
前，用英语说道。 溺水男子的同伴一听，马上
让他开展施救。 经过检查，溺水男子的口腔没
有发现异物，瞳孔已放大，大动脉已无搏动，
四肢体温正在下降。

急救刻不容缓！ 顾不上平时医院里人工
呼吸要隔一层无菌纱布的安全规定， 潘凯华
一次次交替进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一
声咳嗽，溺水男子的嘴里咳出来少量液体，心
脏、脉搏开始跳动，自主呼吸恢复，瞳孔渐渐
恢复正常。

总算救过来了！ 累出一身汗的潘凯华松
了一口气。 这时，医院的救护车赶到，潘凯华
帮忙将病人送到车上。 看着救护车呼啸而去，
他与妻子继续踏上环岛的旅程。

随行的导游拍下了抢救的这一幕。 经当
地导游打听， 那名呼救的黑人女子和丈夫是
美国人，一起来苏梅岛蜜月旅行，没想到丈夫
却在游泳时溺水。

救人的这段经历， 成了潘凯华苏梅岛之
行最难忘的事。 他将这段经历发到微信朋友
圈后，很快收获几百个点赞和留言。 有人留言
“潘医生救人的样子很帅”，也有人说“不要问
他的名字，请叫他雷锋”。

潘凯华笑着告诉记者， 救人的时候真的
什么都没想，只想要把人救活。

通讯员 袁义生 刘广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恩人呐，如果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怎
么向远在广东打工的孩子爸妈交差啊！ ”6月
14日上午9时，耒阳市灶市街街道办事处花石
村六组64岁的伍春凤老人带着家属， 在耒阳
市民政局局长尹坤庚等人的陪同下， 来到武
警8732部队感谢官兵的救命之恩。

因为前一天， 老人的孙子经历了一场惊
险万分的生死大营救。

“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 ”6月13日下午
18时48分， 一声凄厉的呼喊声在花石村偏僻
的山林响起。

当天下午，花石村六组的谢阳洋等3名10来
岁的留守儿童躲过奶奶的看管， 来到村子里一
口水塘嬉戏、游泳。小孩子们为比游泳技能，向水
塘中央游了过去。到达水塘中央时，突然，谢阳洋

却意外扑腾起浪花，接着就下沉到了水面下。
另2名小孩见状后，立即游回岸上跑到驻

扎在水塘附近的驻耒武警8732部队营区呼
救。 危急时刻，该部正在值班的卫生队卫生员
胡军华在向部队首长紧急报告后， 立即带卫
生员吕俊楠、驾驶员程凯前往施救。

到达水塘后，只见水面平静，另外2名小
孩在水塘边瑟瑟发抖。“小孩在哪沉的水？ 有
几个人？ ”胡军华着急问道。在2名小孩的指引
下，胡军华等3名武警官兵没有多想，跳入水
塘游向了中央，并潜下水底紧急寻找。

与此同时，武警8732部队部队长苏海洪、
政委周元进带着冲锋舟等专用器材来到水塘
边，10多名武警官兵纷纷下水进行搜救。 时间
一秒一秒过去……约30秒钟后， 胡军华将落
水的谢阳洋从水底托出了水面。

众人把谢阳洋抱上了水塘岸边， 经部队

卫生员初步检查， 谢阳洋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和生命体征。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溺水儿童！ ”部
队长苏海洪、政委周元进坚决地说道。 随后，
胡军华、吕俊楠对谢阳洋紧急进行心肺复苏，
一遍又一遍， 一下又一下……时间一秒一秒
过去，官兵们一直没有放弃。

5分钟紧急施救后，突然，谢阳洋“哇”的
一声从口中吐出了一大口淤泥水。“好了！ 好
了！ ……”现场一片欢呼。

随后，部队官兵驾驶医疗抢救车，一路鸣
笛，不得已连闯6个红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
谢阳洋送到了耒阳市人民医院。

经紧急施救，6月13日晚19时40分， 谢阳
洋终于苏醒过来。 这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都
放了下来。 目前，谢阳洋正在医院住院留观，
生命体征平稳，已脱离了生命危险。

省经信委当“红娘”促产学研对接
140个项目寻求技术支撑，156个最新科研成果忙找“婆家”

潘医生泰国急救美国游客
�■短评

湖南游客的正能量
曹娴

潘凯华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苏梅岛之
行的精彩照片。 其中，有3张照片记录了6月9
日施救溺水游客的场景 ， 他发布的标题是
《奇遇，医生的天职》。

作为医生， 潘凯华履行了救死扶伤的天
职；作为游客，潘凯华展现的是见义勇为的风
采。

近年来，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部分
中国游客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不时见诸报端。

每位公民是中国形象的代表，旅游者走出
国门的不文明行为，影响的是我们国家的国际
形象。

潘凯华的举动，传递出湖南游客、中国游
客的正能量，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正能量。

武警战士水底托出留守童

� � � � 6月14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市民经过西园北里历史步道。
西园北里历史步道北起湘春路，南至营盘路，长约560米，以古
朴、沧桑、协调、静谧为主题，打造留住长沙记忆的历史街巷。 目
前，该段建设已基本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2017湖南农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确定
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共招生1550人

2017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启动

长沙河西一热门地块中止挂牌出让
起始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5090.3元

� � � � 6月14日上
午， 往届新丝路
湖南模特大赛获
奖选手在表演服
装走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收费管理办法》印发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唐爱平 实习
生 王鑫）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财政厅今天
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日前下发
的《湖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要求，城镇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对城
市特困对象、低保对象予以减免或优惠。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将零散的生活垃
圾（即城镇规划建设的垃圾站，包括物业小区内
垃圾站以及环卫主管部门提供的临时垃圾斗的
垃圾）收集并运输到指定的垃圾集中地，实行无
害化集中处理过程所需的费用。 城镇居民小区
清扫保洁费（含将垃圾归集到附近垃圾站的费
用）不属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坚持谁污染谁付
费的原则。在本省城镇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
圾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
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以及各类营运交通工
具，均应按规定缴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政府定价。 具
体收费标准由所在市、 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环卫主管部门制定，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执行；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县级以上
环卫主管部门组织征收并负责相关工作。 城
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额缴入财政， 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
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原则上按产生的

生活垃圾量计收。 收费不足补偿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和处理成本的部分，应由当地政府适
当补助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和企业。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 环卫主
管部门建立垃圾处理及收费相关信息统计和
公告制度，按规定时间向省价格、财政、环卫
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 及时将垃圾处理费
收支等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告， 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 审计等
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对擅自设立收费项
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重复收费、
违规减免收费以及截留、挤占、挪用等行为，
依法予以查处。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谁污染谁付费
●对城市特困对象、 低保对象予以减免或优惠

历史步道
留住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