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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王晗） 近日， 湖南湘江
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年” 启航周系列活动第六场———“公
园里的世界创新场” 58小镇开工仪式举行， 一个未来核
心产业集聚地、 全新线下办公生态和产业发展平台将在
新区崛起。

58小镇位于湖南湘江新区西湖文化园， 总建筑面积
7.2万平方米， 将致力于打造超一流创新企业总部经济。
作为湖南湘江新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58小镇将以移动
生活、 智能应用、 媒体艺术三大产业为核心， 整合上下
游产业链， 规划入驻58同城南方结算总部以及58到家、
58众创、 58农服及其关联企业等， 将为入驻企业定向匹
配行业资源。 预计今年年中全面建成开园。

58小镇建成后， 58集团生态系旗下板块将首次在长
沙“胜利会师”， 小镇市值将超过1000亿元， 带动就业2
万人以上。 其中， 由58众创建设运营的58创业基地将推
动2000家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融合， 孵化300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 培育3至5家产值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

“58小镇生态自然、 环境优美， 是一个提供多元、
创新办公空间和商业、 服务配套的新型产业园， 也是聚

集影响当下和推动未来发
展的热门领域龙头
企业的地区总部。”

58小镇、 58众
创CEO吴阔表
示， 未来3至5
年， 58小镇将
成为能体验各
种 新 奇 产 品 、
服务和技术的
“湖湘硅谷”。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李琎） 近日， 娄底市经开区旁的涟水水波
平缓， 洁净的河道蜿蜒而去， 三五成群市民或
散步、 或慢跑， 悠闲自得。

“自从上次市委书记、 市长来巡河后， 涟
水附近就再没见直排污水了， 河水干净起来
了， 我们的心情也跟着舒畅了。” 住在涟水边
上众一桂府小区的郭阿姨告诉记者。

不只是涟水河水变清了。 离众一桂府不远
处的涟水河堤一侧泄洪区里的游乐设施， 如今
已拆除干净， 非法电鱼捕鱼行为不见踪影……

这几项工作的落实， 得益于2017年11月6
日的一次巡河。 当天， 娄底市委、 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带队巡河， 督导涟水中心城区段河道治
理工作， 对在巡河中发现的众一桂府餐饮门店
直排污水、 氐星广场“96平台” 游乐设施、 涟
水非法电鱼捕鱼、 涟水城区段防洪预警不完善
等4个问题进行了现场交办， 并明确了整改时
限。 如今， 前3个问题已于2017年12月31日前
解决， 第4个问题也将在2018年3月底前解决。

自2017年2月我省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
娄底全面建立了市、 县、 乡、 村四级河长组织
体系； 市、 县两级河湖分级名录全部建立； 按
照试点先行， 率先在“四水” 实行“一河一
档” 和“一河一策” 工作； 第一部市级地方性
法规 《娄底孙水河保护条例》 于2018年1月1日
正式施行； 取缔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污
口，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和省级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100%， 河道保洁垃圾及时清运率
100%。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
近日， 衡阳县三湖镇甘泉村年逾
六旬的村民李伟华鼓起勇气， 来
到南华大学附一医院进行术前检
查， 以治疗他拖了8年多的冠心
病。

李伟华说， 给他壮胆的是县
里去年出台的贫困户健康保障兜
底政策。 他患冠心病， 老伴患重
度风湿病， 家里非常困难， 动手
术治疗需近10万元， 这让他望而
却步。

据了解， 去年7月初， 衡阳
县政府出资近3000万元， 为全
县8.2万名贫困群众购买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 自去年8月1日起，
全县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在基本医
保、 大病医保报销后， 再由保险
公司在补充医疗保险中兜底报销
至90%。 经过“报了再报”， 个
人自付费用5000元封顶， 五保

户医疗费用全额报销。 新年伊
始， 李伟华和老伴被县里列为健
康保障兜底救助对象， 他于是决
定进城治病。

此前， 衡阳县有“新农合+
大病保险+民政大病救助” 的医
疗保障制度， 但分级诊疗报销比
例不同。 乡镇卫生院住院报销
80%， 县级医院住院报销65%，
省市医院只报销35%至40%， 加
上用药报销差异， 贫困户在省市
大医院住院实际报销比例不到
50%， 许多患者只能“小病拖
着， 大病扛着”。

衡阳县政府办负责人说， 去
年， 该县摸索为农村贫困户、 低
保户、 五保户购买医疗救助补充
保险， 建立健康保障兜底救助制
度。 保障对象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未达到90%的差额部分、 自付费
用超过5000元部分， 均由保险
公司赔付。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杨
元崇 通讯员 麻美垠)以湘西地区
民族团结进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
《茶缘》， 今天在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杀青。

据介绍，《茶缘》 由中国西南
民族影视文化策划创作中心与湘
西文源影视文化公司共同出品，
由花垣县政府、古丈县政府、凤凰
县政府与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支持拍摄，由湘籍著名编剧、导演

彭景泉任总导演。 影片以湘西边
陲苗寨小人物“异族通婚”的小故
事，牵连大苗疆、大京都的关系，展
示民族融合及官民合作治国安邦
的大主题，把政治主张、历史人文
生活化、艺术化，深入浅出地讲述
了当年“改土归流”政策使当地所
发生的巨大改变，以及它对现代社
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影片
还唯美地展现了湘西秀美的自然
风光及厚重的人文情怀。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阳望春）近日，记者从城步苗族自
治县光伏扶贫项目建设指挥部获悉，至
2017年底，该县西岩镇杨田村、茅坪镇金
塔村等7个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214.3
万千瓦时， 实现发电收入210余万元。 目
前，该县87个贫困村有了集体经济收入。

2016年9月以来， 城步积极向上争
取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共为西岩镇杨田
村等87个贫困村争取项目资金4800余
万元。根据当地实际，该县采取相对集中

和适当分散相结合、 光伏发电与农业开
发相结合的方式， 将87个贫困村的光伏
发电扶贫资金捆绑使用， 集中开发西岩
镇杨田村等7个光伏扶贫电站。 县发改、
扶贫、财政、供电、国土、林业及各乡镇
（场）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严把设计关、
质量关，并加快施工，至去年6月底，7个
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并网发电， 装机容量
共计5100千瓦。 光伏发电站建成投产
后，贫困村有了集体收入，并有7767户贫
困户从中受益。

购买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衡阳县为8万多名贫困群众健康“兜底”

科技下乡 助力防冻增收
1月26日，江永县源口瑶族乡白美村，农技推广站人员向种植户发

放技术资料，讲解香芋防冻技术要点。 冰雪天气来袭，该县农业、林业、
畜牧等部门组织技术骨干力量，奔走于田间地头、畜牧养殖场，送科技
到村，传技术到户，帮助农户解决种植养殖防冻难题，实现增产增收。

田如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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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民族团结的电影
《茶缘》杀青

城步建成7个光伏扶贫电站
87个贫困村有了集体收入，7767户贫困户从中受益

———国家深海基地“探密”

“蛟龙”从这里出发

� � � �冬日，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的“鳌头”，静静面对广袤的黄海。前方一道大坝将大海划
开，两侧的草岛和柴岛两岛环抱，把一片静谧的小海湾揽入怀中。

这里就是国家深海基地，我国大型深海装备业务化运行支撑基地，也是世界上第五个
深海技术支撑基地。我国深海科考最核心的载体“蛟龙”号，即“安家”于此。随着1月上旬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项目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里再次吸
引了世人的目光。

� � �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几乎没有参
与深海科研和勘探的实力。 相比之
下， 一些发达国家竞相投入巨资研发
深海高技术装备、 建设深海保障基
地， 获得许多重要科学发现， 在深海
资源勘探、 开采和利用等方面也取得
巨大突破。

2002年， 我国科学界正式提出建
立国家深海基地， 2013年11月8日，
基地开工建设。

“凝聚全国深海科学研究的力
量， 吸引国内外海洋科技高端人才，
成为深海科学技术开发的引擎以及深

海产业孵化的桥头堡。 这是国家给予
基地的定位和厚望。” 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主任于洪军说。

于洪军介绍， 基地承担深海技术
装备的研发和试验， 开展深海基地调
查船舶、 重大装备等的运行和管理，
承担潜航员和重大装备操作人员的选
拔、 培训和管理， 组织开展深海资源
勘探、 科学考察、 环境观测， 以及深
海科学考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深海
技术成果的产业转化与服务等工作。

位于海湾前方中央位置的综合科
研业务办公楼， 既满足深海基地基本

办公需求， 同时具备深海装备研发实
验、 大洋通讯指挥等科研业务功能。
前方的深海超高压环境模拟车间、 试
验检测水池及船坞、 潜航员训练水
池、 维修维护主厂房、 机修及电修车
间， 则可以对潜水器和各种深海科研
设施与设备、 仪器仪表等进行试验研
究、 检测、 维修、 保养， 是深海基地
的功能核心区。 远处， 则安装港口灯
塔导航及大洋通信岸台天线、 VHF水
声通信岸上设施及相关配套的收发信
机房， 满足基地对远洋航行的大洋考
察船指挥、 控制要求。

� � �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蛟龙’ 号的研制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加快提上日程的。”国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刘保华说。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一艘由中
国自行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
水器，2002年被列为863计划重大专
项。其长、宽、高分别是8.2米、3.0米与
3.4米， 空气中重量约22吨， 最大荷载
240公斤，最大速度为2节，巡航速度1
节，最大工作设计深度为7000米。

2009年8月18日， “蛟龙” 号首
次海试， 首潜38米， 迈出了中国载人

深潜第一步。 此后至2012年， “蛟
龙” 号取得1000米级、 3000米级、
5000米级和 7000米级海试成功 。
2012年6月， 它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
创下7062米同类型载人潜水器最大潜
深纪录。

2013年6月5日至9月24日，“蛟龙”
号开展了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 获得
圆满成功，也标志着“蛟龙”号实现了
从海试阶段到应用阶段的转变。

据介绍， 自海上试验以来， “蛟
龙” 号共成功下潜158次， 总计历时
557天， 总航程超过8.6万海里， 实现

了100%安全下潜， 取得了丰硕的深
海科考成果。 它在多个海域的海山
区、 冷泉区、 热液区、 洋中脊， 探索
了多个海底“矿区”， 帮助科学家们
取回了大量深海生物样品、 富钴结壳
样品、 多金属结核样品、 岩石样品、
沉积物样品、 海水样品等， 并对海
山、 热液、 海沟等典型海底地形区域
有了初步的探查。

“‘蛟龙’ 号可以覆盖全球99.8%
海洋区域， 成为国家推进地球资源探
索的重要保障， 成为我国参与未来国
际海洋竞争的重要力量。” 刘保华说。

� � � �寒冬时节，“蛟龙”号静静躺在国家深
海基地试验水池旁，正在进行大修和升级
改造。“经过这次改造，‘蛟龙’号将更加强
大。”多次与“蛟龙”号“生死相依”的潜航
员傅文韬说。

目前，一艘新的4000吨级载人潜水器
支持母船也正在建造中，未来它也将停靠
在深海基地码头，和“蛟龙”号一起，实现
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深海科考。

“2018年将是我国深海事业值得期待
和非常关键的一年。” 刘保华说。 我国将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缆控（无人
有缆）潜水器、“潜龙”号自治（无人无缆）潜
水器组成的“三龙”深海装备体系为抓手，推
进“蛟龙”号和“潜龙二号”的技术升级与应
用，参与并加快11000米ARV系统的研发与
海上试验，继续推进深海技术创新突破。

根据国家海洋局的规划， 下一步，我
国还将继续构建“七龙探海”立体深海探
测网络，即在原有“三龙探海”的基础上，
增加深海钻探的“深龙”号、深海开发的
“鲲龙”号、海洋数据云计算的“云龙”号以
及作为立体深海科考支撑平台的“龙宫”，
持续、充分地勘探海洋特别是深海。

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
峰日前向媒体表示，我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
方面，除了“蛟龙”号之外，4500米级载人潜
水器“深海勇士”号已经通过验收，将在2018
年投入深海科研。 中船重工702研究所叶聪
团队和上海海洋大学崔维成团队的1.1万米
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也正在全力研制中。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
中华民族的夙愿。 深潜器技术的不断进
步，将带着我们走向更深的海底，探索更
广阔的海底世界。”刘保华说。

（新华社青岛1月28日电）

� � � �这是国家深海基地“走向深海”展厅内陈列的“蛟龙”号设备模型（2017年12月19日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 这是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标本馆
拍摄的硫化物标本。

� � � �这是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标本馆拍
摄的钴结核标本。

� � � � 这是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标本馆
拍摄的海蛇尾标本。

国际级的深海科考公共服务平台1

“蛟龙”迈出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2

“七龙探海”
圆“五洋捉鳖”夙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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