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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何国庆） 我省污水处理 “三年行动

计划” 临近收官， 污水处理的技术

创新层面也传来好消息。 今天， 在

长沙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副省长韩

永文见证了污泥深度处理产学研项

目规模化实验成果： 日处理

5

万吨污

水产生污泥的 “可控湿法氧化聚沉

法技术” 生产线， 可使含水量超过

90%

的污泥一次性处理至含水量

50%

以下， 并实现污泥减量化、 无

害化、 稳定化， 一举填补了国内污

泥常态安全深度处理的技术空白。

记者在现场实地感受，传统技术

处理后的剩余污泥呈糊状，并散发出

些许恶臭；而“可控湿法氧化聚沉法

技术”深度处理后的剩余污泥凝结成

块，无臭无味，可通过渣土车直接运

走。 技术领头人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志光介绍， 传统技术

下， 剩余污泥含水率仍高达

78%

至

83%

，不仅运输、管理、填埋成本高，

而且污泥返溶、渗出等易造成填埋地

的二次污染，影响周边生态环境。

经过近

2

年攻关， 李志光和中南

大学博士后何纯莲联合组成的课题

组研发了 “可控湿法氧化聚沉法技

术”， 于

2009

年

4

月通过省科技厅鉴

定， 申报了

2

项专利， 并在同年

10

月

投产日处理

2

万吨污水产生污泥的示

范工程。 通过运用新技术， 使污泥

内有机质氧化破膜脱水、 聚结， 并

有效固化有毒重金属离子， 可形象

理解为 “压榨豆腐， 脱离水分， 留

下豆渣”。 至于脱水后的剩余污泥，

由于化学性质发生变化， 经复合配

方后可作为砖厂或水泥厂低热值煤

的替代物，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而从 “可控湿法氧化聚沉法技术 ”

示范工程

1

年来的运行情况看， 生产

线 （以日处理

5

万吨为例） 从开工建

设到投产只需

3

个月 ， 增加投资约

200

万元， 每吨绝对干污泥处理处置

费用仅相当于传统技术的

1/3

。

詹万承

11

月

1

日举行的株洲读书活动

月有一个新创意：图书漂流。 读者不

需借书证、 付押金， 也没有借阅期

限，只需凭有效证件，依照图书漂流

规则即可取阅喜爱之书。 每本放漂

的书内将会夹着一张漂流卡， 上面

有书名 、取漂人 、取漂时间 、取漂地

点、回漂时间、回漂地点等信息。

图书漂流， 最早起源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欧洲， 读书人将自己

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共场所，如公

园的长凳上， 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

走阅读， 读完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

所，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

在读者感叹图书越来越贵 、闲

暇越来越少的时代， 图书漂流活动

无疑开启了一个新颖的阅读空间 。

那些束之高阁的私人藏书可以发挥

更大的文化和知识传播的价值 ，图

书的反复利用也契合了循环经济时

代的节约理念。 同公共图书馆比起

来，市民自愿参与的漂流活动。 因为

这多了一层神秘和浪漫，多了一分文

化的体验。

试想一下，街角的某个长椅上，

安静地躺着一本书，你拿起来阅读，

读到的不仅是一本书，还有这本书曾

经漂流的历程，读完后放漂，接着又

会有人拥有与你一样的心情。 “捡”

到书是一种幸运， 放漂也充满了喜

悦。

行走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陌生

人，就这样神奇地被串联了起来。图书

传递的不仅是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与故

事，更是寄托了一段奇妙的机遇。在寒

冬即将来临之际，滑过书页的指尖，触

摸到的不只是铅字印刷的字体， 蔓延

开来的更是种种欢欣的幻想。

当然，针对其他城市图书漂流所

遇到的诚信危机，我们也不无担忧。

但我们更愿本着相信与分享的态度，

希望“漂友”遵循“爱要释手”的游戏

规则，一起来见证图书漂流的奇妙旅

程。

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苏莉） 今

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

一行来到金侨集团调研。

何晔晖一行来到金侨集团全资兴

办的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参观了学院

的实训楼、 教学楼， 并听取汇报。 随

后来到金侨集团， 听取企业负责人关

于企业发展情况的汇报。

金侨集团是湘潭一家民营企业集

团。

2007

年

5

月， 该集团全资兴办全

日制民办高校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并

于

2008

年

8

月在湘潭九华示范区内完

成近

10

万平方米的学院新校区首期建

设， 目前在校学生近万人。

何晔晖表示， 金侨集团为区域经

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积极

投资教育事业， 开创了湘潭民办教育

的新篇章。 她希望能涌现更多像金侨

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助推经济

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本报

11

月

3

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郑琛琛）今天上午，全省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第三次全

体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

战部部长李微微强调， 要引导广大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服务大局、发

挥作用、推动发展，实现自身发展与推

动湖南科学发展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 我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

线工作新的着力点， 取得了一系列成

效。 会议通报了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 第三届

“湖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 评选表彰活动进展情况及开

展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情况。

省委组织部、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

总工会、省妇联、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人介

绍了经验。

李微微指出， 要把抓好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

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围绕编制

和实施湖南“十二五”规划、转方式调

结构、“四化两型” 建设等重大课题及

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 充分发

挥优势，更好地献计出力。要重点抓好

队伍建设，关键抓好发现、培养、使用

和管理

4

个环节， 突出政治共识教育。

要着力抓好服务创新，提供政策支持，

加强联谊交友，搭建服务平台，加大宣

传力度， 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

长、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要切实抓

好工作机制和网络建设， 进一步坚持

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重要政策

和文件精神通报制度、 信息资源交流

共享制度、重大活动分工协作制度，建

立覆盖社区的工作网络。

本报

11

月

3

日讯 （通讯员 陈焕

记者 唐爱平）深秋时节，泰格林纸

数百名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扛着锄

头、铁锹来到公司的纸材林基地，开

展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营林技能比武

大赛，拉开泰格林纸集团“十二五”

林产业战略发展的大幕。据悉，未来

5

年， 公司将再建

200

万亩纸材林基

地，到“十二五”末，公司自营纸材林

基地规模将达到

400

万亩。

作为国内率先发展林纸一体化

的领头企业和湖南省林纸一体化产

业的支撑企业， 泰格林纸集团经过

多年的不懈努力， 纸材林基地发展

到了

200

万亩， 遍布湖南、 湖北的

70

多个县市区 。 根据泰格 “十二

五” 发展规划， 未来

5

年该公司将

重点发展林产业 ， 进一步营造资

源， 着力推进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

建设， 到 “十二五” 末， 公司自营

纸材林基地规模将翻一番， 达到

400

万亩。 从资源消耗到资源创造， 以纸

养林、 以林促纸、 林纸结合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越来越明晰。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林业技术专业

人才，为“十二五”林业的大发展做好

人才储备。目前，泰格林纸集团林业战

线的员工队伍已达

600

余人，林业专业

技术人员超过

200

人，林业技术队伍在

全国同行业居于前列。

本报

11

月

3

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栾常军）记者今天从省供销

社获悉， 在

11

月

1

日至

2

日举行的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工作会议

上，我省供销社系统有

4

个企业被评

为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2010

年百

强企业”，另有

3

人被授予 “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优秀企业家” 荣誉称

号。

4

个全国系统的百强企业是省

银华棉麻产业集团股份公司、 省茶

业有限公司、 湖南安邦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和株洲市神农果业有限公

司；

3

个全国系统的优秀企业家是祁

东兴农农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李三放， 省茶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总经理周重旺和省银华棉麻

产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贺跃钢。

社有企业是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

重要载体，是“新网工程”建设的重

要依托， 是供销合作社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据介绍，目前全省供销社

系统已发展龙头企业

233

家，工业总

产值突破了

100

亿元的大关。

本报

11

月

3

日讯 （通讯员 庞卡

记者 李伟锋）今天上午，在千里之外

的山东曲阜，随着巨型轨道牵引车和

推送车将两条

500

米轨道推送到位，

由水电八局参建的京沪高铁济南段

轨道铺设全部完成。这也是京沪高铁

六个标段中，最先贯通的施工标段。

水电八局承建京沪高铁第三标

段的曲阜至邹城段， 其施工区域地

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及丘间平原， 穿

越全风化、 强分化和弱分化的粉砂

岩， 灰岩、 鲕状灰岩、 泥灰岩、 页

岩， 地形起伏较大， 施工难度较大。

首次参加铁路建设的水电八局， 在传

统施工基础上， 根据铁路施工特点，

不断改进和创新施工手段， 把在水利

水电施工中成熟运用的技术和工艺，

创造性的移植创新用于铁路施工中，

获得京沪高铁劳动竞赛多项奖励。

京沪高速铁路是 《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 中 “四纵四横” 客运专线

的南北向主骨架， 全长约

1318

公里，

总投资

2200

亿元， 设计时速

350

公里。

本报记者 胡宇芬

10

年前， 斯茅庚扔掉稳定的机

关工作，考进潇湘晨报，很快成为具

有采访个性、独特视角的一线记者。

10

年来， 他用脚跑新闻， 用心写新

闻，推动了岳麓山的保护、红星水库

成为社区公园、 橘子洲景区免费开

放等重大事件的进展。

斯茅庚用行动提倡每个新闻走

进现场，做出新闻的鲜活性。

2002

年

4

月

7

日， 湘潭县易俗河三个小孩违

规进入深水湖划船， 正在长沙办事

的他获悉后， 立刻租车赶到百里外

的易俗河采访。而走到易俗河时，正

好碰上两个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上

翻船的小孩。他采写的《两个老头湖心

扛出三条生命》，被业界誉为真正的现

场新闻。

武广客运专线建设

4

年，斯茅庚跑

遍每一个隧道、 每一座桥梁， 共采写

487

篇新闻，成为中国报道武广高速铁

路建设最多也最有成就的记者。 他的

多篇武广报道受到省委宣传部阅评员

好评，受到副省长韩永文的推介。也正

因为他在新闻采写方面取得骄人的成

绩， 才有一个又一个的企业或个人找

他“了难”。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断然

拒绝了来自任何渠道、 任何途径的有

偿新闻。

城市污泥深度处理技术成果产业化

填补国内空白，深度处理后的剩余污泥凝结成块，无臭无味

11

月

3

日，长沙市雨花区阿弥岭社区居民在热情参与居委会组织的“白垃圾袋换绿环保袋”活动。该区环保局以“和谐，节

能，发展”为主题，在社区中广泛开展全民节能减排活动，并对“节能环保绿色家庭”给予奖励。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图书漂流： 理性和浪漫共存

图书漂流中， 那些束之高阁的私人藏书可以发挥更大的文

化和知识传播的价值， 契合了循环经济时代的节约理念

希望涌现更多有社会责任感企业

何晔晖来金侨调研

李微微勉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服务大局 推动发展

（上接

1

版

①

）

距离年底不到两个月了， 正在

按计划推进的一些民生工程目前还

存在哪些困难？下一步怎么办？明年

的为民办实事项目怎么定、怎么搞？

大家又热议开了。

“为民办实事是件大好事，也是

件难事，应该总结

7

年来的经验和教

训，集中力量办老百姓急需的事。”

“实事办什么，怎么办，应该在

报纸上、网络上公开征集群众意见，

科学选定民生工程项目。”

“项目的后续管理很重要。譬

如，农村道路修好了，还要维护好。

把实事办得更实。”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很

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在广泛听取大家发言后， 徐守

盛说，坚持为民办实事，是省委、省

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剩下的

50

多天时间，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后

两个月工作的重中之重， 采取一切

可以采取的措施，加班加点，扎实推

进。确保按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公

布的目标任务落实到位，兑现承诺，

不失信于民。

徐守盛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

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着眼当

前，又考虑长远，把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各级各部门规划项目、安排资

金时都要向民生工程倾斜， 向困难

群众倾斜， 向农村倾斜， 向基层倾

斜，向公共事业倾斜。始终坚持站在

最困难群众的立场上， 先解决他们

最迫切的基本生存问题， 让人民群

众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吃

上放心食品。 要加强民生工程的后

续管理和使用， 让人民群众长久得

到实惠。

“民生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实施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小。”徐守

盛表示， 要将民生工程列为 “十二

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科学制定民生

工程总体规划和阶段性目标， 把群

众急办的、想办的、要办的事一件件

办好、办实。

泰格林纸“十二五”再建200万亩纸材林基地

“水电湘军” 建功孔孟故里

京沪高铁济南段轨道铺就

■

十佳新闻工作者风采

永远在现场

———记潇湘晨报记者斯茅庚

4湘企跻身供销社

系统全国百强

（紧接

1

版

②

） 就采供血形势而言，

长沙市仍然存在季节性偏型缺血现

象， 即由于临床某段时期对

A

、

O

型血液的需求量大， 导致

A

、

O

型

血液供应相对紧张。 另外， 由于市

政地铁工程建设， 市区内一些人流

量大的采血点如司门口、 火车站、

南门口等处 ， 出现了不能固定停

靠、 无法获取固定电源的情况， 从

而影响到献血环境。 加之冬季低温

天气、 大学生献血者将放寒假回家

等因素， 街头献血人数还将进一步

减少， 全市临床用血的供需矛盾将

会更为突出。

据了解，随着冬季的来临，为确保

全市临床用血需求， 血液中心还会加

大无偿献血的宣传力度， 动员政府部

门、 企事业单位及部队官兵开展团体

预约献血，开展互助献血和自身储血，

并在感恩节、圣诞节、元旦节等节日开

展对献血者的回馈活动。

11

月

3

日， “中国浏阳首届菊花石商贸文化节” 在菊花石之乡浏阳市永和

镇举行。 来自浏阳的

38

家菊花石雕企业和民间雕刻艺术家创作的

80

余件菊花石

雕刻精品集结展出， 充分展示了浏阳菊花石的独特魅力和历史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刘凌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