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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茶、文化、金融三者创新对接

身边的感动

国内首个黑茶版权300万成交
“大师一号”黑茶实物资产包将于2015年1月发行
本 报 12 月 30 日 讯 （记 者 曹 娴 ） 国内首个
湖南黑茶类文化版权“白沙溪·师茶”今天在联
合利国文交所实现交易，由湖南省湘茶文化有
限公司出价300万元购得该版权。
“茶亦师，师亦茶”。“白沙溪·师茶”是黑茶
泰斗施兆鹏教授集78年人生感悟、54年黑茶
研究之所得，与千两茶制作大师、黑茶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肖亦平一道， 经10年研究之
成果。
湖南湘茶文化公司获得“师茶”版权后，以
其为配方， 采用陈仓3年的纯料安化黑毛茶，
委托两位大师亲自精心制作了限量发行的千
两茶、百两茶、花卷饼、花砖茶4款产品。

“白沙溪·师茶·大师一号”资产包，正是
“师茶”版权的成果转化。该资产包由100支千
两、1000支百两、200盒花砖、200盒花卷饼组
成，已经通过联合利国文交所的资产包上市程
序和严格审核， 将于2015年1月中旬上市申
购。资产包将不等额发行100组，发行价格分
别是2.65万元/组、3.2万元/组、3.75万元/组。
“汤色橙黄透亮，香气高锐悠长，陈香显
露，滋味醇厚顺滑，属道地安化黑茶品质风味
顶级水平。”经评估专家组严格评审，“白沙溪·
师茶·大师一号” 资产包得到黑茶界顶级专家
的高度肯定，被赞为“品藏双珍”。这也引来众
多茶商、投资与收藏界人士踊跃申购，现场有

明确认购意向的达29组。
“这是湖南省文化版权交易的一次创新，
是我省文化与金融融合的一次深入实践，也是
湖南黑茶文化产业对接金融的一次大胆尝
试。” 省财政厅省级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监督管
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唐建华希望，联合利国
文交所能继续大胆创新，充分利用平台交易功
能与投融资功能优势，重点扶持湘茶、湘绣、湘
瓷等标志性品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激活湖南
文化市场要素。
现场，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向联合利国文化
产权交易所授牌， 正式成立长沙版权交易平
台。

湖南槟榔加工
年收入超200亿
湘琼联手开展槟榔科技攻关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通讯员 龙 群 记者 胡 宇
芬 ） 为提高槟榔产业的科技含量， 湖南和海南牵

起手来。昨天，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
史贻云一行来到长沙，与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厅长童旭东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暨南大学姚新
生院士出席。
湖南虽然不种槟榔， 但湖南人对嚼槟榔情有独
钟。据有关统计，湖南省现有槟榔加工规模企业50余
家，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30万人，年实现主营收入超
200亿元。湖南槟榔产业的兴起发展也相应地带动了
海南槟榔种植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当前槟榔产业也
面临一些影响发展前景的技术瓶颈问题， 如槟榔产
业的良种繁育、食品安全、新产品开发等，需要两地
合作开展科技创新、合作攻关来解决。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海南省科技厅、湖南省
科技厅将共同以海南联合槟榔产业工程研究中心
和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等单位为平台， 整合
两省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优势资源。
以食用槟榔安全性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为基础，
包括槟榔原果和加工产品安全性、槟榔采后处理、
新型槟榔加工技术与自动化装备、 槟榔产品标准
和槟榔新资源食品申报研究， 逐步开展槟榔规模
化种植、加工、技术推广等全方位合作。

星期三

12 月 30 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左家 塘 街 道 湖 橡 社 区 ，枫 树 山 鸿 铭 小 学 “雷 锋 超 市 ”的 小 志
愿 者 们 ，给 84 岁 的 陈 娭 毑 贴 上 同 学 们 自 己 写 的 春 联 。当 日 ，长 沙 市 “雷 锋 超 市 ”进 校 园 活 动 启
动。
本报记者田超 摄

湘企扩大布局互联网金融

熊猫烟花向银湖网增资1亿

身高仅1.26米，看上去像个七八岁的小学生——
—

矮个子青年的“公益梦”
通讯员 李一凡
本报记者 姚学文
“不要挤，每人都有。” 12月30日，湖
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门口， 一个矮个子男
孩，正被一群同学围在中间。矮个子男孩
一边给大家发图书《追风筝的人》，一边
提醒大家。
这个矮个子男孩名叫张奇。 身高仅
1.26米的张奇，看上去像个七八岁的小学
生。不过，他不是小学生，是湖南科技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四年级的学生。
张奇虽然个子矮，在学校却很出名。
出名，不是因为他的个子，是因为他的爱
心。2011年入学以来，张奇已经在公益路
上走过了4个年头，累计发起公益活动50
余次，受益者上百人。
来自山东淄博的张奇， 说起来让人
心疼。 年仅23岁的他， 人生道路并不平
坦。由于缺乏生长激素，张奇一出生就注
定了比同龄人“矮一截”，从小到大，没少
被人冷眼、嘲弄，但他心里，却一直记挂
着别人对他的好。
父母都是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加上自己身体的欠缺， 张奇从小心理有
些自卑。 好在， 他一路也遇到了不少好
人。 没有学费， 班主任给申请国家助学
金。有什么困难，同学们也一起帮助他。
从小学到大学， 张奇每学期都能得
到一笔额外的资助，其中包括来自老师、
同学们的爱心款。上了大学，他一样拥有
这些关怀。每当上下楼人流高峰，同学们
都会“护”着他，生怕他被挤撞。一次，他
下楼扭到脚，一周没有出门，请假、上药、
吃饭都要靠室友帮助。
一路在关怀中长大的张奇， 高中时

起，就想到了要感恩和回报。到了大学后，
这种愿望更加强烈。
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2011年9月，张
奇来到大学不久。一天，他被院里志愿团
招新海报吸引。成为一名志愿者，是他从
高中起就无比憧憬的事情。于是，他赶忙
跑去面试。这次面试，虽然没有让他如愿，
但并没有浇灭他心中的“热火”。私下里，
他以“非正式成员”的身份，默默参与志愿
活动。
有一次， 张奇来到湘潭市儿童福利
院，看到有些孩子身体残疾，无助地蜷在
角落，他的心被深深刺痛。后来，只要他没
事就会跑趟福利院，想尽一切办法，帮助
小朋友，陪他们游戏。今年8岁的小星，腿
部有残疾，很多孩子不愿意跟她玩，她从
小沉默自卑。 每次到福利院看望小星，张
奇都会给她带一些礼物，小星也渐渐变得
开朗。
爱心，开始了，就没有休止符。
4年来，张奇做了多少好事，连他自
己都记不清了。得知湘潭县大安学校的同
学们没有图书馆，他便和伙伴在校园里回
收旧书，再通过“爱心义卖”筹集爱心资
金。他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不少山区小学，
调研图书情况， 并帮助他们筹集图书，建
设图书室。他还千方百计说服了湘潭市中
心医院负责人，派遣志愿者为火车站提供
志愿服务。
渐渐地， 知道张奇的人越来越多，支
持者也越来越多。2013年，学校志愿团换
届，他被大家集体推荐当上了团长。
今年6月，他还被提名“感动校园十大
人物”，走到台前为2000余名校友讲述了
自己的“公益梦”。他说，要把公益当成自
己的事业，成为播撒阳光的人。

残疾少儿将更好地接受教育
2017年，长沙三类残疾少儿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3%
本 报 12 月 30 日 讯 （记 者 龙 文 泱 通
讯员 王本蛟）未来三年，长沙市残疾儿童

准， 从2015年至2017年， 分别达到6500
元、7000元、8000元以上； 建立健全覆盖
所有残疾学生的资助体系，在“一费制”全
免的基础上， 对残疾儿童少年生活费、交
通费、辅具用品等进行（免）补，全面实现
残疾儿童少年全免入学；同时，加大对扶
残助学的力度，从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中
安排资金，对贫困残疾学生进行补助或救
助； 每年由长沙市残联安排不低于3%的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于扶残助学和支持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
将随班就读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随班
就读学校至少配备1名资源教师， 随班就
读学生在5名以上的， 将适当增加专职特
教教师的配备人数；支持有条件的普通学
校、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教班，特教班教
师享受特教教师相关补助及待遇；建立定
期委派资源教师到普通学校巡回指导随
班就读制度；对不适合随班就读和到特殊
教育学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
送教上门服务，按照1比2的比例配备特教
教师编制； 以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为基
地，建立市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为全市
随班就读提供资源教师培训、巡回指导。

少年将能更好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长
沙市今天出台《长沙市特殊教育提升方案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曹娴）熊猫烟花
额已突破4.2亿元，注册用户突破14万。
（2015-2017年）》（以下简称 《方案》），力
今天发布公告称， 根据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
据悉，P2P监管细则或将于2015年初
争到2017年， 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明显
（紧接 1 版 ① “
） 东方雨虹”在园区的“滋养”下，在防
司的经营情况，考虑到市场前景广阔，为满足
出台。 以目前银湖网2亿注册资金来看，已
提升，适龄三类残疾（视力、听力、智力障
水材料行业一路“高歌猛进”，正抓紧进行三期建
其配套的流动资金需求，促进其业务发展，熊
进入行业第一梯队。“监管政策落地后，首
碍）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3%，
设，产值在近3年增长1倍，突破20亿元。该园近3年
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拟将自筹资金以现金方
先会通过准入门槛淘汰一批资质较差的企
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开工建设的项目中， 拥有国际国内领先技术的产
式向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1亿元人民
业，同时明确一些运营规则，限制打擦边球
根据《方案》，该市将在湘江以东新建
品占到8成，其中15项属于填补国内空白，它们的
币， 增资完成后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的违规操作手段，促进行业合规化发展，使
一所培智类为主的市级综合型特殊教育
投入与产出比都在1比2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比5。
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
得背景实力较强的国资银行系、 上市公司
学校，以“方便入学、分类分层”为原则，
3年来，该园先后有37家高新技术企业实施了
今年7月1日， 熊猫烟花高调进入互联
系平台更容易脱颖而出。”银湖网副总裁李
2016年启动建设，力争2017年投入使用。
“长大工程”， 总计投入31亿元新上了二期或三期
网金融领域，旗下的P2P网贷平台“银湖网”
俊超分析。
同时， 对所辖4所特殊学校进行提质扩
扩改，为园区新增产值120亿元，税收15亿元。 同
正式上线。在目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P2P
受益于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概念，
容，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招生类别。2017
时，“入驻” 的63个高新技术项目迅速开花结果，
熊猫烟花半年来的股价不断攀升。 自公告
网贷平台中， 有上市公司背景的银湖网算
年前，特殊学校全部达到国家《三类特殊
“裂变” 出近200亿元的产值和30家规模企业。 目
发出后，熊猫烟花今日开盘后便持续上涨，
是一支“正规军”，因此较受市场追捧。记者
教育学校教学与康复训练仪器设备配备
前，该园高新技术企业已增至52家。
上午9时47分涨幅达5.88%。
登录银湖网官网发现， 银湖网累计成交金
标准》。
以政府
投入为主，
加大对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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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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