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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孙振华）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所属五矿资源有
限公司 （MMG） 4月14日宣布， 由
MMG联合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金属有限公司， 出资58.5亿美元
（分别占比为62.5%、 22.5%、 15%），
收购国际矿业巨头嘉能可—斯特拉
塔 （GlencoreXstrata� plc） 旗下的
秘鲁邦巴斯铜矿项目 （Las� Bam-
bas）。 这是中国金属矿业史上迄今
最大的境外收购。 成功收购邦巴斯
项目， 可为衡阳金铜综合回收项目
投产后提供充足的铜矿资源。

邦巴斯项目位于秘鲁南部的A-
purimac地区，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在
建铜矿项目， 据MMG发布公告称，

该项目铜矿储量约1050万吨。 预计
2015年正式投产， 投产前5年， 每年
可生产铜精矿含铜量约45万吨。 收
购并完成该项目建设后， 中国五矿
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铜矿生产企业，
并进入全球铜生产商十强之列。

据悉， 目前该交易还需要获得
秘鲁政府、 中国政府以及MMG股东
大会的批准。 如一切顺利， 有望在
今年三季度完成交割。

据了解， MMG为五矿有色金属
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在长沙） 旗
下专注于海外有色金属资源开发的
企业。 今天， 五矿有色控股在报送
湖南省政府的相关材料称， 成功收

购邦巴斯项目， 不仅将极大增强五
矿有色控股铜产业的整体实力， 而
且将为在衡阳水山口建设中的金铜
项目后续运营， 提供充足而可靠的
资源保障， 有效弥补湖南铜工业的
短板。

据介绍， 水口山金铜项目于
2011年7月21日获中国五矿批准实
施， 总投资29.462亿元， 是中国五
矿重组湖南有色以来实施的投资数
额最大的投资项目。 采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口山炼铜
法， 建设金铜综合回收生产设
施， 每年可处理55万吨含铜物
料， 年产阴极铜10万吨、 黄金
2.4吨、 白银200吨、 硫酸50万

吨， 同时还回收硒、 碲、 砷等副产
物。 项目建设相关的环境影响、 水
土保持、 节能评估已经获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批复， 2013年5月7日正式
获得湖南省发改委关于项目核准的
批复。 目前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实施
中。

五矿有色控股作为湖南省首家
千亿级企业，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超过1500亿元、 利润总额约50亿元。

本报评论员

春天，万物孕育、生机勃发。
省委宣传部启动“两型生活 美丽
家园”大型采访报道，媒体聚焦两
型社会示范创建，两型家庭、两型
社区、 两型园区等典型广泛进入
大众的视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们追求的目
标。 两型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六年前，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
验区获批， 我省抓住这一历史性
重大机遇，积极倡导两型理念，推
动转型发展，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体制改革的新路子， 两型社会建
设如春风化雨，浸润百姓心田。

这几年，我省始终坚持改革创
新，宁要“两型”，不要“三高”；宁可
慢一点，也要“绿”一点，从制度设
计上确保全社会受益。 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始终以“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绿、家更美”为现
实目标，加大治污力度，把湘江治
理列为省府1号工程，向雾霾宣战，
让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从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
如今， 我省已进入全面推进两

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期。 两型社会建
设要想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迫切
需要人人参与到两型社会建设中
来，让两型元素更广泛地进家庭、进
校园、进企业，形成“全民关注、全民
行动”的浓厚氛围，把两型理念和行
动，示范推广到每一个角落。

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创
建两型生活，人人有能力，家家有
责任。两型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态
度、一种生活习惯。 比如，拒绝使
用一次性筷子、用环保购物袋、就
餐时尽量“光盘”、私车每天少开
一公里、乘公交车上下班、及时切
断电器的电源、 改纸质贺卡为电
子贺卡、 随手关水龙头等等……
只要愿意主动去约束自己， 人人
都能成为两型生活的推动者。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每
个人只要从身边做起， 不浪费每
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从
涓涓细流到汇成潮流， 就一定能
把两型社会建设推向新的境界 ，
我们的家园就会更美好。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德开） 今天谷雨节， 正
是茶香时， 2014年中华茶祖节在
长沙拉开序幕。 各路爱茶人品茗思
祖， 弘扬茶文化， 促进茶消费， 共
推湘茶迈向千亿产业。

茶歌飞扬， 茶香四溢。 此次中
华茶祖节由省委农村工作部、 省农
业厅、 省供销合作总社、 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 省茶业协会、 省茶
叶学会、 茶祖神农基金会、 汝城县
政府承办。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
生、 蔡力峰、 董志文、 罗海藩、 唐
之享、 黄明开等出席开幕式。

500余名与会茶界人士品茗评
说， 共谋千亿茶产业。 此次被品的
主角“汝莲”系列等“汝城白毛茶”，
白毫特多，芳香自然，回味悠长，令
人叫绝。据专家介绍，“汝城白毛茶”
是我省仅有的3个地方珍稀茶品种
之一，茶多酚含量极高，特别适合加

工红茶。“汝城白毛茶”1995年曾获
全国新技术新产品金奖，1997年获
巴黎名优新博览会最高金奖。

此次中华茶祖节计划陆续推出
12大品茗思祖系列活动， 包括茶祖
故里株洲品茗思祖感恩茶会、 南岳
春茶祭祖感恩祈福祈寿品茗会、 沅
陵生态旅游茶文化节暨全国经销商
峰会、 古丈毛尖中国行长沙推介、
沩山茶海生态旅游禅茶文化节、 湘
西黄金茶文化节暨产品质量诚信建
设座谈会等， 以扩大湘茶知名度，
促进茶叶消费。

近年来， 湘茶产业迅速崛起。
2013年全省茶园面积已达182万
亩， 茶叶年产量16.5万吨， 茶业综
合年产值达到500多亿元。 2013年
7月， 省政府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
茶叶产业提质升级的意见》， 明确
提出， 到2020年力争实现1000亿
元的茶业综合年产值。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永刚）
长沙首列地铁从18日起免费试乘3
日，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3天约有近8万
人次市民尝鲜了地铁的舒适快捷。
市民纷纷点赞的同时， 也对地铁运
营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市民周维认为， 长沙地铁乘
坐的总体感觉可以打90分， 但一
些细节还有改进的余地。 例如站
内的提示牌还是不够方便， 特别
是五一广场这种大站， 出入口多，
看了指示牌还是有些搞不清方向，
建议指示牌能够更明晰一些， 标
注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另外像地
铁列车门上虽然标注了19个站的
站名， 但没有光电指示灯显示，
到了哪个站也不清楚， 这样乘客
有可能会坐过头。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学院胡列格教授试乘时发现，站台
与车体之间缝隙约有1个半拳头

宽，而且还有高度差距，小朋友一
不留神脚可能会被卡住，这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安全隐患，建议有关部
门及时整改。

“列车上的扶手杆设置少了
点，高峰期乘客没有地方抓。”德国
博世汽车部件经理StuchDaniel建
议， 车上应多设置一些扶手杆，因
为一根扶手杆可供好几个乘客抓
住，一个吊环只能供一个人抓。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在其官
方微博上表示：大家的建议和意见
地铁君都收到了！我们会尽量为乘
客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另外，在3天的试乘活动中，少
部分市民的一些不文明乘车行为
也暴露出来。车内饮食，乱扔垃圾，
甚至有小朋友在车内随地小便，这
些行为让城市蒙羞。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负责人通过本报再次呼吁
广大市民：文明乘车，像爱护自己
家客厅一样爱护公共环境。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4月16日至18日，省委常委，长
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文雄深入邵阳市，对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调研。
他指出，践行“三严三实”，要务求
真严真实。 省委驻邵阳市督导组组
长肖雅瑜参加调研。

三天时间里， 张文雄走村入
户，进企业奔田间，了解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情况。 在绥宁县武阳镇、
黄桑镇， 他走进群众工作办公室，
了解为民服务情况，与当地村民和
基层党员座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
南山牧业、边溪镇，他走进企业实
地了解奶品生产过程，深入田间与
当地农户一起栽种金银花；在邵东
黄陂镇雨台村，他叮嘱村干部一定
要为老百姓办实事。

张文雄说，一定要把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三实”的要

求，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做
到“三严三实”真严真实。要按“三严
三实”的要求，真抓教育。 通过各种
形式，广泛抓好“三严三实”的教育，
以“三严三实”为目标，教育培训干
部；以“三严三实”为标尺，选拔任用
干部；以“三严三实”为依据，监督管
理干部。要按“三严三实”的要求，真
找问题。 拿起“三严三实”的镜子照
一照，对照“三严三实”的尺子量一
量，树起“三严三实”的标杆比一比，
查修身严不严、用权严不严、律己严
不严；查谋事实不实、创业实不实、
做人实不实。 要按“三严三实”的要
求，真整真改。 对问题边整边改，能
改尽改；并根据反映出来的问题制
定制度， 用制度管理人约束人。 要
按“三严三实”的要求，真督实导，不
达标准不交账，不出成效不过关，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走过场。

本报4月20日讯（通讯员 刘佳欣
记者 李伟锋）今天，从中国南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传出消息，
该公司旗下的南车时代新材日前获
得西班牙铁道车辆制造商CAF公司
批量设备订单。 这是南车时代新材继
庞巴迪、阿尔斯通、西门子后牵手的
又一家海外大型地铁车辆制造商。 至
此，该公司产品已成功进入全球地铁
车辆制造排名前六的所有企业市场。

CAF公司主要设计和制造城市
地铁及轻轨车辆、 高速动车组， 是
世界第五大铁道车辆制造商， 去年

实现销售收入1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既是欧洲最大的地铁车辆制造商， 也
是除阿尔斯通、 西门子和庞巴迪以外
的最大铁道车辆制造商。

CAF公司作为南车时代新材在
欧洲市场潜在大客户之一， 一直都是
该公司开拓的重点。 为此， 时代新材
在持续完善技术、 质量管理平台， 提
供满足客户要求的技术方案的同时，
积极创新营销策略， 通过引进外籍员
工组建国际化团队， 借助外籍员工的
力量开展项目攻关， 取得良好效果。

近年来， 南车时代新材积极布局
全球轨道交通市场，通过业务拓展，先
后成为庞巴迪、阿尔斯通、西门子、通
用等世界知名机车车辆制造商的供应
商。

五矿联合体近60亿美元收购秘鲁超大铜矿

衡阳金铜项目“口粮”有保障
共创共享两型美好生活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陈永刚
王茜） 长沙地铁2号线将于本月底
试运营。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易炼红等与市民一道试
乘体验，调研部署试运营各项准备
工作。

上午9时许， 易炼红一行从地
铁2号线迎宾路站入口上车。 地铁
一路平稳开行至杜花路站，7个站
点仅耗时15分钟。

一路上，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易炼红详细介
绍了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3天
来，从早上9时至晚上9时，每天有
数万名市民持试乘券免费体验地
铁，在发自内心地感觉自豪与骄傲
的同时，大家也对地铁进一步完善
功能提出了不少好建议，比如增加
向导标识、多设置一些站台垃圾桶
等。 易炼红要求相关部门虚心纳
谏，及时收集市民的意见、建议，在
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随后，易炼红来到长沙市轨道

集团控制中心， 考察了地铁的运
营、调度、监控等工作。 他指出，地
铁2号线的开通试运营是长沙发展
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实现长沙
“六个走在前列”的重要载体，全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以细之又细、精
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全力确保试运
营顺利圆满，让群众尽享地铁时代
的便捷、舒适、愉悦。

易炼红强调，要做到安全保障
万无一失，对所有软硬件进行全面
细致地检查，实现安全责任制到岗
到人，做好各种应急预案，进一步
增强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要争创一流服务，防止可能
出现的买票难、换乘难、进出难等
情况，科学设置向导标示，准确发
布列车信息，让市民享受更加优质
的乘车服务；要为地铁试运营营造
良好的环境氛围， 加大对地铁知
识、文明礼仪、安全意识等的宣传
推介， 以地铁开通充分释放正能
量、产生正效应、形成正激励。

易炼红调研长沙地铁2号线试运营工作

让群众尽享地铁时代的
便捷舒适愉悦

3天近8万人次试乘地铁
市民纷纷点赞，也提出了不少建议

2014年中华茶祖节开幕
12大品茗思祖活动共推千亿湘茶

南车株洲所牵手
西班牙CAF公司

成功进入全球地铁车辆前六大制造商市场

张文雄在邵阳调研时指出

践行“三严三实”务必真严真实
4月20日上午，湖南烈士公园南门，马华在募捐现场。 当天，由长沙星城义工

协会主办的“马华千里单骑大型助学公益活动”在此举行，现场共募集善款3万
多元，用于资助尘肺病和特困家庭的学生。 因车祸致残的马华，先后资助了176
名贫困学子，2011年被央视誉为“最美中国人”。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身边的美丽 “最美中国人”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