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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钧 何庆辉

“这副眼镜里面的矿晶与现场一样，还
有语音讲解呢。”郴州市三完小学生曾涵皓
体验完5G网络VR眼镜，兴奋地跟妈妈说。
这是5月19日，发生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电信“5G+矿博会”体验区的一幕。

“‘5G+矿博会’可以让游客360度全
景观赏多款精美矿晶， 还有语音讲解每
款矿晶形成过程及亮点。”中国电信“5G+
矿博会”体验区负责人李静平说，公司前
期通过与参展商合作， 为多款精美矿晶
实施同比例3D建模， 并存储于公司云服
务器。游客体验时，3D数模通过5G网络实
时传输， 立体呈现于VR眼镜和4K屏幕。
因而， 游客佩戴VR眼镜就能观看矿晶全
景，如同身临其境。

“从高处俯瞰矿博会原来如此壮观。”
旁边， 游客孙女士取下5G网络VR全景直
播眼镜感叹道，“观看这个VR全景直播，如
同置身于矿博会展馆上方， 实时观看整个
矿博会360度全景，画质非常清晰，我还发

现‘矿娃’ 纪念品原来在展馆二楼南门右
边，准备回去时买一些。”

“相比传统直播，5G网络VR全景直播
是利用5G网络低延时、高带宽、高传输等
特点， 让矿博会全景高清视频画面得以实
时传输。”李静平介绍，通过5G网络将矿博
会360度全景呈现， 参观者可实时了解矿
博会展馆现场动态，避开拥挤区域，选择喜
欢的展品参观， 还能让现场安保人员掌握
现场人流变化，及时疏导人群。

体验区现场， 还展示了5G智能安防
AR眼镜， 该AR眼镜能快速识别面前经过
的人，同时眼前立即出现相应的身份信息，
引来观展人员纷纷围观、试戴。中国电信还
在矿博会现场，搭建了5G体验站。

当天，矿博会进入第3天，恰逢周末，郴
州国际会展中心人山人海， 大家争相目睹
世界最大的自然金、1.8米高的七彩晶铋塔
等。“以后，5G大规模运用后， 在家就能看
矿博会。”游客孙女士笑着说，这样不用挤
人潮，独自观赏矿晶、还有讲解，5G技术给
本届矿博会带来了高科技体验。

聚焦郴州矿博会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静

“从5月份开始，每月一周时间不安排全
市性会议。”这是湘潭市委最新制定的“每月
无会周”制度规定。5月17日，湘潭市委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举意在以上率下，整治文
山会海， 让广大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解难事、办大事。

3月初，《中共湘潭市委关于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方案》出台，聚焦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 对7个方面的18个
问题集中整治。两个月过去了，目前湘潭市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督查检查次数同比下降77%
“市委决定把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市委办当然得
率先垂范， 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扎实开展集中整治活动。”湘潭市委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说。为此，湘潭市委办公室牵头，对

标上级要求，制定了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党
内规范性文件、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以及应当
向湘潭市委报告的重要事项等“5张清单”，对
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 出台10条针对性、 操作性较强的具体举
措，既体现上级要求的“规定动作”，又结合实
际创新“自选动作”。

在精简会议上，湘潭市结合实际制定“每
月无会周”制度。4月9日，湘潭市文明委全会
和全市文明创建领导小组会议两个会议合并
召开，会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19年全市精
神文明建设和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要
点》，将精神文明建设和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合并安排， 为精简会议和发文作出了
榜样。在督查检查考核上，今年4月份，湘潭市
开展的全市性督查检查次数同比下降77%。

整改纠偏动真碰硬
根据《中共湘潭市委关于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方案》，全市认真对标对
表中央纪委、 省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表现的分类，共排查突出问题393个，制定
整改措施609条，将整治任务逐项分解交办至
22个市直责任部门，由各部门“一把手”部署、
协调、过问。截至目前，对原因单一、涉及面窄
的116个问题已整改到位，其余问题已列入整
改清单台账管理，确保今后3个月内按期整改
销号。

针对排查梳理的问题， 湘潭市坚持整改
纠偏“严”字当头、动真碰硬，加大了典型案例
曝光力度。 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经济发展办
（扶贫办）主任许申武等人在扶贫慰问工作中
存在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湘乡市中
沙镇党委、政府在产业扶贫工作中存在监管不
力、作风不实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湘潭经开区
综合执法局原局长赵永龙在执法过程中搞选
择性执法、胡乱作为……湘潭市纪检监察机关
公开通报了8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对一批在精准脱贫工作中弄虚作假、在办理环
保督察交办问题时敷衍塞责、在党建工作中作
风漂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全
市上下起到了震慑、警醒作用。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徐彪）省国资委党委日前制定出台了集中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12条硬措施， 向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

12条具体措施包括： 抓好重大决策部署
的落实、 抓好重要会议议定事项和领导批示
事项的落实、 抓好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
落实、进一步提升机关服务水平、推进“新官
不理旧账”专项治理行动和清欠工作、发挥考
核评价“指挥棒”作用、精简文件、精简会议、
改进督查考核和调查研究、 抓好三大攻坚战

工作任务落实、 深入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扎实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等。为确
保集中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每项具体措施明
确了牵头领导、责任处室和完成时限。

为抓好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 省国资委
提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
大决策部署， 实行台账管理， 坚持“马上就
办”，跟踪限时办结，着力解决反应慢、喊口
号、搞变通的问题。

进一步精简文件，精简会议，解决学风不扎
实、文山会海、检查考核调研过多过频的问题，

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实施发文年度计划
管理，发扬“短实新”文风，推行无纸化办公。

提倡少开会、开短会。一个会议，一般只
安排一位领导作主题报告或讲话， 会议时间
不超过2小时。对以省国资委名义召开的全系
统性会议，必须安排大会交流发言的，交流发
言每次不超过4人，每人发言不超过6分钟。

严格执行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和审批
报备制度。除以省委、省政府名义组织开展或
上级明确要求（授权）的外，不组织开展全委
系统性的检查评比考核验收活动。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省国资委出台12条硬措施

湘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下猛药”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李秉钧 孟姣燕 罗徽

“2.6万元,2.9万元，3.1万元，3.1万元还
有没有加价的，86号客人出价3.3万元，3.3
万元一次……”随着拍卖师落槌，一块产自
老挝的孔雀石被人以3.3万元的价格买下。

这场热烈的竞拍发生在5月18日下
午，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二楼举行的第三届
国际矿晶拍卖会上。铋晶体、坦桑石、锂辉
石、祖母绿等35件矿物藏品陈列在旁，等着
人竞价买下， 来自国内外120多名矿物宝
石收藏爱好者参加竞拍。

或许是竞拍刚刚开始，收藏爱好者们都
比较激动，大家争先恐后竞价，随着活动的进
行，大家慢慢冷静下来，竞价技巧逐步呈现，
大家一点一点“咬”着价格竞拍。

随着七号藏品出现， 竞拍者的激情再
次被点燃。这是一对产自美国的锂辉石，尺

寸为19×12×5厘米和17×11×4厘米,造
型小巧，晶莹剔透并且呈红色。最终以5.8
万元被来自南京的彭先生拍下。

一块起拍价为1.2万元的钨铁矿，先后
经历8次叫价， 最后北京藏家王先生以1.9
万元的价格拿走。

“太可惜了！稍微迟疑了一下，就被人
买了。”来自桂林的黄先生说，这块产自郴
州瑶岗仙的钨铁矿，于上个世纪90年代被
发现，虽然尺寸只有20×13×7厘米，却是
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大单个钨铁矿， 十分
具有收藏价值。

竞拍愈演愈烈，叫价越来越高。两块来自
巴西的紫水晶洞切片出现， 使现场气氛达到
高潮。这两块晶体巨大、颜色鲜艳、玛瑙镶边完
整厚实的藏品，造型类似象征财富的“8”字形，
最终被来自美国的藏家以6.6万元的价格收入
囊中，成为当天成交价格最高的藏品。

志在“铋”得
———第三届国际矿晶拍卖会见闻

5G带你玩转矿博会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白培生 孟姣燕
唐浩瑜）5月18日上午，第七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临武分会场在临武宝
玉石文化产业园开幕，将持续到5月25日。

本届矿博会临武分会场活动主要以临
武香花玉为主题， 在临武宝玉石文化产业
园设立了500多个展位， 吸引了广西、河
南、 云南等十几个省市的300多家展商参
展，展出全国各地的名玉。期间，矿博会临
武分会场还将举行湖南临武“通天玉杯”玉
雕作品大赛、通天玉形象代言人评选、文旅

资源考察、科普研讨、玉石交易、美食节、红
歌赛、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近年来， 临武县把宝玉石产业作为
主导产业之一来培育， 出台了宝玉石产
业发展5年行动计划，致力把临武打造成
湖南乃至华南知名宝玉石集散中心。
2017年通过招商引资， 该县启动了临武
宝玉石文化产业园建设， 去年一期投入
使用，今年二期也将完工并启用。该项目
集公盘、展览、商贸、鉴定、研发、科普、旅
游等多功能于一体。

第七届矿博会临武分会场开幕

5月18日，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第七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上选购
商品。当天，矿博会接待观众达2.8万余人次，人气持续爆棚。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矿
博
会
人
气
旺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夜色降临， 长沙市湘江与浏阳河相交处

的三角洲上传出一阵悠远苍劲又沉着有力的
音乐，像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当晚，天黑请睁眼———“星城·星博之夜”在
长沙博物馆举行。一群身着汉代服饰的演员，敲
击着青铜大铙古乐器，奏响《迎宾曲》《楚商》《竹
枝词》《太平盛典》等古曲。乐曲大气磅礴、庄严

肃穆，细腻委婉、古朴典雅，演出融歌、乐、舞、朗
诵为一体，呈现出古典唯美的精彩画面，仿佛把
观众带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

铙是商代中国南方地区广泛使用的乐器
之一，主要用于军旅、祭祀和宴飨。长沙宁乡
是我国出土铜铙最集中的地区。 其中商代象
纹铜铙重221.5公斤， 为最大、 最重的商代乐
器。另一组宁乡出土的10件青铜铙，为我国已
出土的最早能成编演奏的青铜乐器。 上世纪
90年代， 长沙博物馆特别组建商代大铙古乐

团，复原铜铙、钟等商代乐器70余件，配以新
编古曲，再现传统之声。

除了铙乐表演，当晚，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 儿童展览体验也在馆内举行。6岁的
小朋友吴桐对编钟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它
是怎么来的？怎么才能保护好它？”通过展览
和对博物馆台前幕后工作的探索， 激发了孩
子们的好奇心和对博物馆的兴趣。

长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博物
馆日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关注
这座城市的过去与历史， 与现实的空间产生
联系，加深公众对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的
理解和认同，是活动的意义所在。

夜来铙声伴湘江

歌剧《英·雄》角逐第16届文华大奖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谢昱婷）作为第12届中国艺术节的参演剧
目，今晚，由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创排的歌剧
《英·雄》在上海保利剧院上演，代表湖南角逐
第16届文华大奖。

文华奖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舞台
艺术政府奖，每3年评选1次，设文华大奖、文
华表演奖。本届文华奖入围剧目共38台，分为
戏曲、话剧、歌剧、舞剧4个类别。

歌剧《英·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位女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二人艰苦奋
斗、坚强不屈、勇于牺牲的热血故事。该剧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 用时尚的现代化
表达方式， 展现了革命年代具有先进理念
的年轻人的青春风采， 受到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的喜爱。 该剧自2018年1月首演以
来，已演出了55场，场场爆满 ，观众达 7万
人次。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天上午，长沙交警接到群众报警后，依法
查处一起涉嫌醉酒驾驶公交车的案件， 涉事驾
驶员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

5月19日上午8时40分许， 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伍家岭坐
402路公交车时，发现司机驾驶状态异常。

开福交警接到通报后， 立即组织警力在

芙蓉路松桂园路口将该车辆成功拦截， 当时
车上有2名乘客。民警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发现该驾驶员的酒精含量为276mg/100ml。
随后， 该驾驶员被警方控制并送至医院进行
抽血检测，抽血检测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323.4mg/100ml， 为醉驾标准（80mg/100ml）
的4倍。

这位39岁的驾驶员姓常，他交代，前一晚和

朋友吃夜宵喝了很多酒， 以为休息了一晚应该
影响不大，于是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上班开车。

民警介绍，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
涉嫌醉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该驾驶员因有
涉嫌醉酒驾驶营运车辆的危险行为， 将面临
被追究刑事责任， 吊销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罚。

目前，长沙交警已与多部门联动，将结合
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排查， 进一步督促落
实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血液酒精含量达323.4mg/100ml
长沙一公交车司机涉嫌醉驾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