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刘飞 刘卫东 陶芳芳） 5月
10日上午， 长沙举行“美丽长沙·低
碳生活” 徒步梅溪湖竞赛活动。 128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的2000多名
志愿者在梅溪湖畔雨中疾步， 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

此次活动由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
和市直机关工委组织。 志愿者们纷纷
表示， 生活中很多行为都可倡导低碳
生活， 如少开车， 多走路， 出行选择

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 节水、 节电、
节油、 减少消耗和排放； 多种花草树
木， 珍惜使用每一张纸， 少用一次性
物品……都是低碳生活的具体体现。

本报5月12日讯（通讯员 向民贵 刘
荣 记者 周小雷） 因在森林防火期内擅
自野外用火， 引发森林火灾，5月5日，泸
溪县兴隆场镇甘田坪村的68岁村民李某
被依法逮捕。

3月12日14时许， 泸溪县森林防火
指挥部接到报警电话称： 在兴隆场镇甘
田坪村龙头冲水库边上发生一起森林火

灾，火势很大。 接到报警后，该局民警迅
速赶赴现场扑救并调查取证。 经侦查查
明， 犯罪嫌疑人李某当天在自家田里修
田坎，随后把修下来的茅草堆在一起，在
没有采取任何野外用火防范措施的情况

下，用打火机点燃茅草。 由于天气干燥，
茅草被点燃后迅速燃烧并蔓延至周边山
上，引起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6.98
公顷。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森林防火期内，
擅自野外用火，涉嫌失火罪。

无名饭店潇洒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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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1℃～32℃
湘潭市 晴 23℃～33℃

张家界 多云转雷阵雨 22℃～34℃
吉首市 多云转中雨 19℃～32℃
岳阳市 晴 23℃～30℃

常德市 多云 22℃～34℃
益阳市 多云 21℃～33℃

怀化市 多云转雷阵雨 20℃～32℃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1℃～32℃

衡阳市 多云 22℃～32℃
郴州市 多云 21℃～30℃

株洲市 晴转多云 23℃～32℃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21℃～32℃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
明天，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
南风 2 级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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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见到周红阳， 记者并不
惊奇，然而，听说他曾是黄伯
云院士的门生时， 记者对这
墩实的小老板刮目相看了。5
月4日，45岁的周红阳站在自
己创业的娄底市娄星区万宝
镇一个山头上， 充满激情地
说：“红太阳要成为全球电池
新材料品质第一的生产商！”

20多年前，周红阳离开校
门，在三一焊条酸洗车间找到
了第一份工作。 一年后，这个
有色金属冶炼专业的研究生，
还是选择做本行，去了福建一
家企业，冶炼海上航行防腐用
品钪。“这是我第一次以技术
员的身份进入社会。 ”周红阳
说，“实验桌上的东西被搬到
工厂批量生产，这对我来讲意
义非凡。 ”

1994年，周红阳来到河
南开封， 开始做母校科技开
发公司的项目， 生产金钢石
触媒片。8个月后，项目完成，
第一批产品下线， 周红阳拿
到了5万元的报酬。他还曾解
决一个技术问题，3天获得
1.5万元的报酬。

“触媒没有消耗的钴、
镍、锰稀有金属，是不是可以
再回收利用？ ” 带着这个问
号， 周红阳着手研究钴这种
用在电池正级上的新材料。

在红太阳的生产车间，
记者见到了来自非洲的钴矿
原料。这种泥土样的东西，经
过周红阳生产车间的几道工
序， 价值连城的钴粉末就面
世了。 早在1998年，周红阳
就在长沙咸嘉湖路的工厂研
发、生产出第一代产品。凭着
过硬的技术， 他仅用两个月
时间， 从一名普通员工做到
了总经理。

工厂被亚华种业收购后，
海南一个老板“三顾茅庐”把
周红阳“挖”过去。“这是我第
一次独立操作、 独立做项目。
老板相信我，公司交给我在运
作。”周红阳说。他向这家工厂
转让钴粉和氧化亚钴生产技
术，完成了国内第一家钴废料
和钴矿石做原料，生产电池材
料的生产线，并将产品成功打
入日本松下公司。这是周红阳
的第二代产品。

2004年， 周红阳来到浙
江，又为一家公司研发、生产
出电池新材料第三代产品。
当年9月，他才正式回到家乡
娄底，自己办厂。 不到两年时
间， 第四代产品正式进入市
场。

目前， 周红阳的红太阳
新材料公司已启动创业板上
市程序， “一个人只要肯钻
研， 总会开拓出一片新天
地。 ”周红阳深有感触。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舒拉 谭楠） 长沙市岳麓区商务局最新数
据显示，奥克斯广场开业10天，人流量突
破50万人次，仅平和堂、华润万家、国美电
器三大主力店就实现销售额5000万元。作
为长沙大河西首个大型城市综合体，总投
资23亿元的奥克斯广场成为岳麓区打造
省会核心CBD(商务区)的开篇巨作。

目前，以银盆岭商圈为核心的岳麓区

滨江新城已聚集了奥克斯广场、上海绿地
中央广场、保利万科、世茂铂翠湾四大城
市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突破300万平
方米，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将在5年内陆
续建成。 岳麓区委书记陈中告诉记者，长
沙“西文东市”的城市格局正在改变，以银
盆岭商圈为核心的滨江新城将是长沙未
来的核心CBD之一， 长沙河西地区居民
不用过湘江就能充分享受购物、 娱乐、休

闲的乐趣。
根据规划， 滨江新城面积将达6.7平

方公里，分中央商务区、生态中心区、活力
生活区三大区域， 总投资超过500亿元，
定位为集观光休闲、商业贸易、商务楼宇、
金融证券、酒店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
核心商务区， 建成后可容20多万常住人
口、3万多就业人员。 2007年，岳麓区启动
滨江新城建设， 大手笔建设银盆岭商圈。

先后引进了以城市综合体为龙头的200
多家现代服务企业，形成了以上海绿地中
央广场、奥克斯广场为代表的总部楼宇经
济，以人人乐湖南区域总部、红星美凯龙
湖南区域总部为代表的金融商务经济，以
徐记海鲜、秦皇食府等为代表的餐饮服务
经济，以海上国际影城、希界维影院为代
表的文化休闲经济等四大产业业态，打造
了“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易茂 杨喜梅）成片的绿化树扮靓
着湖坡， 错落有致的景观石点缀着湖岸，
风雨廊桥、相思阁、吊脚楼、亲水平台等景
观工程正抓紧建设……5月初，洪江市相
思湖生态旅游项目进入全面绿化阶段，建
成后将成为城市新景观。

近年来，洪江市在城市建设中，突出
“山水宜居” 、“绿色生态”理念。 投资100
多万元，编制完成了一系列城市建设专项

规划。 规划以营造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
为目标，把园林绿化和生态环境放在重要
位置， 形成以居住区绿地和单位绿地为
“点”，以相思湖、五溪画廊、沿河景观带、
铁路护林带等绿化带为“线”，以猴子岩、
蟠龙山、水口山等城郊绿地为“环”，点、
线、环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统。

同时， 加快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步伐。
新建了行政中心绿化广场、雪峰大道绿化
带、古城滨河景观带、钟鼓楼广场、行政中

心后山广场、五溪画廊绿化轴以及世纪广
场等一大批精品绿地。 全市有60多家单
位完成了庭院绿化、美化，新增庭院绿化
面积80万平方米。 还通过举办认植纪念
树、“城市绿化周”等活动，广泛发动市
民造绿、护绿。

据统计， 洪江市近年先后投入城
市绿化资金2亿元， 新增各类绿地170
万平方米， 被评为全国生态示范市。
良好的人居环境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指

数， 也引来各地客商投资。 去年， 该市
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32.2亿元； 全年
完成财政总收入6.14亿元， 比上年增长
33.2%。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鞠文霞）5月8日， 长沙县启动建筑市场
诚信体系建设活动， 县住建局宣布，长
沙县将实行建筑企业信用手册管理制
度，对守信建筑企业给予奖励，对失信
建筑企业进行惩处，对信用等级最低的
建筑企业， 可直接取消工程招标资格。
长沙县政府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激励
建筑企业由拼工程造价转为拼诚信、拼
质量。

近几年， 长沙县项目建设风起云
涌， 每年建筑市场份额高达数百亿元，
吸引了本地乃至全国近百家建筑企业
前来角逐。 过去长沙县工程招标时，主

要看竞标企业的工程造价。推出建筑企
业信用手册管理制度后，招标人在评标
时，对企业的诚信分值也同样看重。 据
了解，长沙县建筑企业实行信用手册管
理制度，将对施工中偷工减料、恶意拖
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等247种行为予以
扣分，对获得“鲁班奖”等38种行为予以
加分， 每年对县内建筑企业进行评分，
划分信用等级， 对信用优秀的企业，在
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时予以优先选择，对
信用等级最低的企业，不仅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还实行提高工程履约担保金等
一系列信用惩戒机制，在政府投资项目
招标时，可直接取消其招标资格。

本报 5月 12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谢平芝 张毅）近日，有“湘南洞
庭”之称的资兴东江湖，被纳入国家重
点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这意味
着东江湖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
交易等方式，获得合理补偿。

东江湖水面面积160多平方公里，流
域面积4719平方公里，正常蓄水81.2亿立
方米，水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I类标准，
是我省唯一、 全国少有的大型优质水源。
据介绍，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后，将在

东江湖开展多元化补偿探索和试点工作，
包括充分应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探索多元
化生态补偿方式；搭建协商平台，完善支
持政策，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
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通过自
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采取资金补
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
园区等方式实施横向生态补偿；积极运用
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产
品服务标志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
模式，拓宽补偿渠道。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飞 王
富亮）5月9日， 永兴县投资
10万元，在县政务大厅、卫生
局、 第一人民医院接待厅等
处， 建立4个免费读书吧，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看书。

今年初以来， 永兴县把
“天天读·月月谈” 活动作为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
要抓手， 明确每月学习活动
主题、推荐书目，并安排主讲
人、举办读书心得交流会等，
确保学习出实效， 还在网上
“晒”出领导干部读书心得和
各单位读书交流会情况，供
大家分享学习成果， 交流学
习经验。 为调动市民学习积
极性，县财政安排20多万元，
开展“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百

强县建设” 学习调研征文、
“天秀阁大讲堂走基层”、提
高执行力与善抓落实能力演
讲比赛、“我为城乡环卫综合
大整治献一策”、“学习十八
大，笔墨颂中华”书法作品展
等特色活动， 满足不同市民
学习需要。

同时， 永兴县宣传部门
联合有关单位， 在县城人口
密集场所建免费读书吧，配
备大书柜、报夹、桌椅等，并
提供各类书刊600册、报纸5
种等， 还定期在读书吧开展
“图书漂流”活动，互通有无。
60多岁的王贵明告诉记者，
他一有空就来读书吧读书看
报，还能跟很多“读友”交流，
增长了见识，比“闷”在家强
多了。

本报5月12日讯（通讯员
陈湘 黄先竹 记者 蒋剑平
戴勤）从今年5月起，新邵县
对集体山林全面封山育林
20年, 即对国有林场以外的
所有集体山林以及国家重点
生态公益林、 省级生态公益
林，实行全面封山育林。

新邵是省重点林区县，
森林覆盖率达55.3%。 为建
设生态宜居、风景宜人、环境
宜业美丽新邵， 加大森林建
设、保护力度，该县将封山育
林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制订了全面实施封山育林工
作方案。规定封山育林期内，
除火烧等灾害材和造林清山
材外， 集体林地禁止一切林
木采伐。 力争到2033年，全

县林地保有量保持在156万
亩，森林保有量在152万亩以
上， 森林蓄积量达到480万
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
60%。

据悉， 新邵县封山育林
面积约为101万亩。 为将封
山育林工作落到实处， 该县
采取县领导包乡镇、 乡镇领
导包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块的管理办法， 签订封
山育林责任书， 落实封山育
林工作任务。 全面实施封山
育林期间， 县政府每年将封
山育林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用于封山育林和造林奖励。
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从
严查处乱砍滥伐、乱捕滥猎、
乱采滥挖等违法行为。

投资2亿元建“绿城”

回乡创业��风采录

“总会拓出新天地”

不拼造价拼诚信
长沙县禁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招标

东江湖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

永兴在人口密集场所建免费读书吧

新邵集体山林封禁20年

5月12日，孩子为妈妈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当天是“母亲节”，长沙市妇联在芙
蓉国剧场举行第十届家庭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暨“美丽妈妈”母亲节感恩活动。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六旬老汉失火烧山被逮捕

在桃源县观音寺镇高都驿村，有
一个农家饭店， 普通的砖瓦平房建在
沅江边，没有店名招牌，却吸引了长沙
不少食客驱车前来。

5月8日中午，记者慕名而来，进门
就发现饭店仅有的“员工”———一对老
夫妻正在大锅大灶前忙碌。 见到久违
的乡间柴火灶，记者顿感亲切，赶紧坐
到灶坑前，帮忙添柴加火，话题便在锅
碗瓢盆的活计间展开。

男主人张军宝，64岁， 平头矮个，
白发隐现， 微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父母生育了5女1儿， 我最
小，所以是他们的‘宝贝’。 ”他风趣地
介绍自己名字的来由。

张爹是远近闻名的水鱼养殖大
户，朴实，开朗。 聊到年收入时，老人很
开心：“生意好的时候，一年赚100万没

问题。 生意差了，也就20来万吧。 我已
经很知足啦。 ”见记者感兴趣，一直忙
碌的他放下手中的活， 把记者拉到灶
屋旁的杂屋前，推门一看，原来是一座
冷库，里面堆放着不少小鱼虾。“野生
水鱼不吃人工饲料。投入2万多元建冷
库， 就是为了保证老乡们送来的鱼虾
不变质，保证水鱼的养殖质量。 ”仅去
年一年， 张爹的养殖场消耗的小鱼虾
就达23吨之多！ 冷库和鲜饲料确保了
“野生”招牌，远在重庆的客商也赶来
订购。去年11月，有心的张爹为养殖的
水鱼注册了商标，名为“嘉寿”。

从女主人姜奶奶口中得知，2011年
儿子出车祸，2012年养殖场因灾损失近
60万元。 对这些天灾人祸，张爹绝口不

提：“人一要健康，二要知足。 明年把新
房盖起来， 再把孙子送到大学毕业，我
的‘中国梦’也就圆满了。 ”似乎感觉到
自己的幽默，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不一会，香喷喷的饭菜上了桌。 张
爹自言自语念叨：“应该够了， 多了吃
不完。 现在习主席都提倡搞节约呵。 ”
临走，记者索要张爹的名片，他大手往
空中一挥：“500张都发完了，下次印了
再补给你。 ”

车渐行渐远，张爹劳作的身影、乐
观的心态， 却一直在记者脑海里挥之
不去。

记者�� ��在基层

长沙千人徒步倡导“低碳生活”

(紧接1版①)基金自2010年12月22日成立两年
多来，目前已投资了琴岛演艺、华声在线、电视
剧《菊花醉》、集友艺术、北青网、吉比特、体育
之窗、粤广电、喀纳斯旅游等9个项目，已签订
投资总额7.33亿元，为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资本动力。

目前，华声在线、快乐购、体坛传媒等上市
融资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天择传媒、和光传媒、
琴岛文化等一批文化企业也正在做相关准备
工作。

在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下，文化湘军续写着
新的辉煌，产业地位不断提升。据省统计局统计，
“十一五”期间，湖南文化产业保持了年均20%左
右的增长速度。 2012年，在经济增速趋缓的情况
下，文化产业坚持改革创新，保持了稳步增长的
良好势头， 全省文化和创意产业总产出约2730
亿元，同比增长约16.1%；增加值约1175亿元，同
比增长约15.9%；占GDP的比重约5.2%。

在产业门类构成上和所有制结构上，湖南
省积极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办文化， 呈现出国
有、集体、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平等竞争、共同
发展繁荣的崭新格局。“文化湘军”之花在芙蓉
国里越开越美！

(紧接1版②)目前，省地震局已在全省建立地震
观测台站30多个，宏观观测点300多个，震情
研究和分析能力加强；与湖北、广东、广西、海
南等省（区）签署地震应急救援联动合作协议，
提升了应对地震灾害的区域协作能力。

省地震局震害预防处处长吴帅介绍，我省防
震减灾科普阵地建设成效明显，目前全省共建成
各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169所， 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基地42个，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小学
生进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5月19日至24日，
设在长沙市地震局的地震知识科普馆将面向公
众开放。

▲

本报记者 周湘云

打造省会核心CBD岳麓区

洪江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