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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7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
员 刘炬）日前，总投资达38.7亿元的湘潭市特
色产业项目———湘潭海泡石新材料科技产业
园在湘潭县正式开工建设。

海泡石属特种稀有非金属矿，主要分布在
中国、西班牙、美国、土耳其等少数国家。目前，
全世界海泡石已探明储量约8000万吨， 中国
已探明储量2600万吨，90%分布在湖南， 而湖

南海泡石的80%以上都分布在湘潭。
2016年9月，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以下

简称“湘潭产业集团”） 和湘潭县政府签署了
《湘潭海泡石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确定了产业园的选址、规划、定位及产业
发展方向。海泡石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总规
划1294亩，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我国科
研实力最强的海泡石研发基地和规模最大的

海泡石生产基地，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湘潭产业集团负责人介绍，将以湘潭海泡

石新材料科技产业园为依托，着重资源整合和
产业布局，争取在1至3年内，形成年开采及综
合利用海泡石原矿10万吨以上的海泡石产业
原料供应基地，形成年综合销售达到10亿元的
产业园区， 预计到2024年形成年产值30亿元
的产业园，打造湘潭经济的新增长点。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整理

向警予，土家族，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女权主
义领袖 ，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
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895年出生于
湖南溆浦，家境殷实，自幼追求新
思想新知识，8岁时便成为全县第
一个入学的女学生。1912年， 她以
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
师范学校， 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
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向警予在这
里认识了蔡畅，并通过她结识了蔡
和森和毛泽东。

1916年6月， 从长沙周南女校
毕业的向警予，回到家乡担任溆浦
县文昌阁县立女校校长，“虽属接
办，无异创新”。她打破当时“男尊
女卑”的传统观念，倡导“人生价值

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
小而定”， 这句名言如今仍被刻在
校园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成
长。

1919年秋，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
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
会。 同年10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
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成为湖南
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 。
12月， 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赴法
勤工俭学。 她发奋学习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 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实践， 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
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共同的
理想信念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
了爱情，1920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
举行了婚礼。

1922年回国后，向警予正式办
理了入党手续， 先后出席了党的

“二大”至“五大”，当选为党的“二
大”、“三大”、“四大” 中央委员，并
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
5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 毛泽东在
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
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 向警予是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在革命中， 向警予身先士卒，
领导和组织了上海闸北丝厂女工
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成立了妇女
解放协会。

1925年10月，向警予赴莫斯科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7年回国后，在中共汉口市委宣
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大革
命失败后，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
后转移， 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
汉，坚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
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白色恐

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离开
武汉到上海去。向警予说：武汉三
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
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
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
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 由于叛徒的
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敌人对她
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
屈，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
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
气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5月1日
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
害她。33岁的向警予一路高呼革命
口号， 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寒，
宪兵慌忙在她的嘴里塞上石头，又
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想阻断她的
喊声，最后残忍将其杀害。

朱永华

“在早期中国历史的叙事中，湖南
属于南蛮，是边陲蛮荒之地。先秦文献
中涉及湖南的文字极少，秦汉典籍才有
少量关于湖南的记载。通过考古，我们
发现湖南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数十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发现湖南”系
列讲座的首场讲座上，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郭伟民对湖南历史的一番新解，
足以升腾湖南人内心那份自豪与自信。

常言道， 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
了解历史，对于正在创造文明、赓续文
明的当代人来说， 其意义不言自明。文
化自信， 首先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的了
解、认知。

我们平常总说， 湖南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但如何具化这种“悠久”“深厚”
的属性、内涵，不少人往往底气不足。于
大多数湖南人而言，比较熟悉的是近代
以来的湖湘文化， 或上溯而至屈贾时
代。对于更加久远的远古文明，知之者
寥寥，因而很难说对湖南历史有完整的
了解。

考古是破解文明的密钥。二十世纪
以来，我省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让数
千年乃至数万年以前的历史遗存，再度

呈现一个个令人拍案惊奇但又不得不
信的事实。澧县城头山，迄今中国发现
年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
古城遗址；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填补
了秦王朝“文化断代”的巨大空白；在道
县玉蟾岩，发现了人类最早的人工栽培
水稻；宁乡黄材镇，揭开了商周青铜文
化与长江以南地区“不可思议”的渊源；
宁远舜帝陵，把中华道德文化列入新的
历史坐标———笔者曾有幸亲临其中的
考古发掘现场，见证了改写历史的重大
发现。这些被发掘出来的文化“珍珠”，
拂去历史的尘埃后光彩夺目，给每一个
湖南人带来震撼。

民族复兴， 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
兴。从先人创造的辉煌文化中，我们可
以汲取坚定前行的力量。此次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博物馆联合主办
的“发现湖南”系列讲座，首次完整展现
30多年来省内考古的发现成果，来自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位考古专家，将以
专业的视角梳理湖南历史序列，让考古
证据说话，回溯湖湘文明的根源。

这是一场文化与历史的盛宴。去听
一听、看一看，会加深我们对故土的了
解， 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
来，更明白我们要去向何方！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曹雄）今天下午，省委统战部召开
省直统一战线专题座谈会，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
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指出，要深
入学习讲话精神， 坚定祖国必然统一的
信心，坚定祖国必须统一的立场，坚定落
实促进祖国统一的行动。

座谈会上，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
政府侨办主任丁学新，民革省委专职副
主委雷震宇， 致公党省委副主委刘丹
军，无党派人士代表陈瑜，省台联会会
长白树仁，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彭
永，湖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常琪， 定居台胞代表林华生先后发言，

结合各自生活和工作实际，畅谈学习体
会，抒发对两岸和平统一早日到来的期
盼之情。

黄兰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告
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
重要讲话，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统一战线要把总书记讲话精
神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
量。要坚决反对“台独”，深化交流合作，
促进心灵契合，推动湘台两地人员往来
和各领域交流合作，让台湾同胞在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共享发展机遇，
不断深化湘台两地融合发展，在推动共
同繁荣中创造美好未来。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赵洁）近日，长沙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
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布了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新政，其
中缴存公积金12个月以上才能申请贷
款。

《通知》 将于2019年2月1日起施
行，并明确，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贷
额度计算方式，即可贷额度按照借款人
夫妻双方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
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n倍
计算。倍数n在12-20倍之间浮动：当个
贷率低于75%时，可贷额度是职工夫妻
双方账户余额的20倍； 当个贷率高于
95%时，可贷额度为职工夫妻双方余额

的12倍。
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住

房公积金正常缴存时限由“6个月以
上”调整为“12个月以上”。征信记录
中有连续逾期超过6期记录、 累计逾
期超过24期记录（助学贷款除外）任
一情形，或其他严重失信行为，长沙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不予发放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提取政策方面，《通知》规定，职工
家庭在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房、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房及偿还上述住房贷款
本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时， 不予支
持；暂停长沙市行政区域外就医的重大
疾病提取和发生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外
的重大灾害提取等。

湘潭海泡石新材料
科技产业园开工

预计到2024年产值达30亿元

民族魂 奋斗曲
———三湘浩气壮河山

三湘时评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联波 ）近
日，东安县芦洪市工业小区湘
江焊材有限公司，偌大的自动
化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不绝
于耳， 却只有零星几个工人。
“公司新引进4条全自动化生
产线后，每条生产线由原来的
18人减至3人， 生产效率达到
全国一流水平，预计2018年产
值近亿元。” 公司总经理赵立
基开心地说。在东安，借助新
旧动能转换这一强大的引擎，
曾经没落的焊剂这一传统支
柱产业实现“老树发新芽”。

东安焊剂产业曾独占全
国焊剂产业70%以上的市场
份额。进入新世纪后，因转型
较慢，生产工艺落后，风光不
再。近年来，东安县委主要负
责人多次赴焊剂企业调研，出
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励措
施，力争3至5年内实现焊剂产
业年产值达到20亿元。该县在
信贷、财政、立项审批、用地报
批等方面积极扶持，依托丰富
的锰矿资源和电力资源，在芦
洪市工业园打造焊剂产业园，
引导焊剂企业入园“抱团”发

展； 鼓励焊剂企业与国内相关的科研院所走强
强联合之路，研发新产品，重点支持湘江焊材投
入1000万元规划建设国家级标准的研发中心
及实验室，打造湖南省焊剂行业研发基地。

据介绍,湘江焊材有限公司加大自主创新，现
拥有多项发明、使用新型技术和外观专利，并将
全国建成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海焊条熔剂有限公
司收归旗下，目前已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年产量
达到5万吨；2期工程正全力推进， 建成后年产量
将扩增4倍，成为国内同行中的“巨无霸”。预计
2018年东安县焊剂产业产值将突破3亿元。

东
安
焊
剂
产
业
﹃
老
树
发
新
芽
﹄

2018

年
焊
剂
产
业
产
值
有
望
突
破3

亿
元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袁一蜻）近日，在怀化国家级高新区，
湖南合利来智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 这家生产智能与文化创意型LED显示屏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从2018年8月27日动
工到正式投产，仅用时4个月，再一次刷新了
怀化高新区产业项目落地的速度。

据了解， 湖南合利来智慧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计划投资3.5亿元， 租用怀化高新区近3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建设15条生产线。项目
全部建成后， 前5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以上，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600个以上。

“能这么快就投产，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
是园区管委会鼎力支持的结果。”湖南合利来智
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舒灿说， 每一项业
务都有相关部门和人员全流程代为办理， 园区
还根据要求在3个月就完成了近3万平方米厂房
的装修，企业只需“拎包入驻”，安心抓生产。

“高新技术企业是我们最看重、也是重点
支持的对象。”怀化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介绍，2018年2月，怀化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
高新区后，瞄准“高新”二字，掀起了新一轮项
目建设的高潮。2018年引进的27个高新技术
产业项目，目前已有21个开工、6个投产。

怀化高新区
刷新产业项目落地速度
湖南合利来智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从动工

到投产仅4个月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高亮）近日，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与望城
经开区签订合作协议，将投资3亿元建设德赛
电池望城智造产业园， 助力长沙打造千亿级
智能手机产业集群。

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德
赛电池的控股子公司， 是大型二次锂离子电
池组合封装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医疗器械、平衡车、无人机等终
端产品和设备， 公司已经成为全球中小型移
动电源领域的领导厂商之一。

德赛电池望城智造产业园主要建设
智能终端锂电池模组项目，首期全面投产
后， 即可实现年产能约4000万块锂电池，
年营业收入达20亿元， 上缴税收4000万
元以上。

德赛电池牵手望城经开区

助力长沙打造
千亿级智能手机产业集群

文化自信
当从了解身边历史开始

向警予：

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

自助式共享健身仓亮相长沙
1月7日，长沙中电软件园小区，市民使用自助式共享健身仓锻炼身体。该健身

仓使用面积约5平方米，内设冷暖空调，设置有可调式多功能跑步机、音乐电视、自
动售货机、电子秤等。市民可通过手机扫描仓体门禁二维码，打开大门进入健身，
根据时长收费。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黄兰香在省直统一战线专题座谈会上要求

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长沙发布多项住房公积金新政
缴存公积金12个月以上才能申请贷款

赶制订单
1月6日，溆浦县工业集中区

科罗服饰车间， 工人在赶制手
套。该公司是一家生产时尚品牌
手套的专业厂家，产品全部销往
加拿大、英国、巴西等国家。去年
来，通过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
新投入， 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
并帮助当地100余名贫困群众就
近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