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苏原平）今
天上午，2016长沙城市马拉松赛首发站暨
金茂绿跑在梅溪湖举行，数千名跑步爱好
者汇聚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激情四溢的跑
步派对。

本次活动全程5.7公里，共吸引3000多
名选手参赛。活动现场有造型各异的跑步达
人，也有各路跑团、亲子团、企业团等闪亮登
场。浩浩荡荡的绿跑队伍中不但有年轻人的
矫健身姿，也有年过花甲的长者，还有祖孙
三代一起参与。 最受关注的就是以63岁高
龄跑完世界马拉松六大满贯赛事的李战哲，
他的出现引起很多跑友欢呼。

本次比赛男、女前10名选手，将获得
2016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参赛资格。所有完
赛选手，都将获得一份完赛证书。

本次绿跑活动由长沙市体育局、中国
金茂长沙公司、 长沙市路跑协会主办，长
沙体育产业经营有限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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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郭志刚 男 1961.09 汉族
湖 南
望城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 （林业
审判庭） 庭长、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曾得志 男 1965.08 汉族
湖 南
邵东

中共
党员

本科
文学学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罗筱玲 女 1966.12 汉族
湖 南
浏阳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李小慧 男 1974.10 汉族
湖 南
新邵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正科级助理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三庭副庭长、
审判员

谭青峰 男 1969.07 汉族
湖 南
祁东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学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正科级
助理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审判员

周春梅 女 1976.01 苗族
湖 南
龙山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法学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正科级
助理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审判员

王莉 女 1980.01 汉族
湖 南
娄底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法学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正科级
助理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审判员

郑波 男 1980.01 汉族
河 南
民权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正科级助理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
审判员

闫伟 女 1979.06 汉族
湖 南
石门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法学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正科级
助理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环
境资源审判庭） 副庭长、 审判员

吴兆堂 男 1974.05 汉族
湖 南
华容

中共
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信访局正科级助理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龙江 男 1972.08 汉族
湖 南
浏阳

中共
党员

本科
公共管理

硕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调研员、 助理
审判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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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 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 现对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

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 道德品质、 工作能力、 廉政勤政等方
面的情况和问题， 同时对是否符合法官法规定
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法官法规定的任职限制情形
进行监督。 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 电话、 电子
邮件或者到受理单位当面举报,并请签署或告
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报的问题，
应当真实、 准确， 内容尽量具体详细， 并尽可

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 但严禁造谣中伤、 串联诬告。
受理举报期间 ： 2016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
14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监
察局
受理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320号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1306办公室
受理电话：0731-82206469（政治部），

13787798862�
� � � � � � � � 0731-82206423（纪检组监察局）
邮箱： sgyrdrmgs@163.com
邮政编码： 41000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年5月6日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周红 姜兆轩

高速公路大修运用全类型的固废物
再生技术，在全国尚属首创

5月起，潭邵高速进入大修，各路段中标的
施工企业开始各显神通。

其中有个路段与众不同。
因为它铺路的材料， 使用的全是各种类型

的建筑垃圾。从废旧沥青块、混凝土等道路建筑
垃圾，到附近拆除的其他固体废弃物，一点也不
浪费，统统再加工利用。这种在一条高速公路大
修工程中运用全类型的固废物再生技术， 在全
国尚属首创。

所有这些技术都是由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并负责实施的。

云中科技走进人们的视线， 是最近几年的
事。

2012年7月，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黄桥大道
二段成为我省首条利用废旧沥青块再加工而摊
铺的道路，使用的是云中科技历时3年研发的再
生沥青技术。

同年，在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兆新路，云中科
技利用新研发的再生水稳技术， 把砖渣、 水泥
板、混凝土等建筑垃圾再加工成道路水稳层，其
试验路段获得成功。

“尽管有了再生水稳和再生沥青技术，但要
在高速公路的铺设中， 能够全类型运用固废物
再生技术，我们仍然准备了整整4年。 ”云中科
技总工程师吴超凡教授告诉记者，近几年来，该
公司已在长沙市内各种类型的道路试行全类型
固废物再生技术，有主干道、支路、弯道、重货载
路段等，均取得满意效果。

2013年以来，在长沙市住建委和长沙大河

西先导区、 湘江新区组织的年度道路质量评比
中， 云中科技运用的固废物再生技术建设的道
路多次获得第一名， 用事实消除了人们对该技
术的担扰和疑虑。

“长沙市树木岭立交桥下的一个路段，高
温、积水、重货载、弯道等复杂路段的特点都有，
我们运用全类型固废物再生技术，3年多过去
了，使用效果非常好。 ”吴超凡说，有了这些经
验，经专家技术论证，其固废物再生技术，全类
型用于高速公路的铺设中，已相当成熟。如今用
于潭邵高速的铺设，预计2016年10月完工。

而且，这种修路方法，道路造价可降低3%。
吴超凡还提到，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每年因

维修会产生上百万吨废旧沥青块、 混凝土等道
路建筑垃圾，再过10年，全省高速公路将全面
进入大中修， 届时将产生上千万吨道路建筑垃
圾，若都加以回收修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填埋
或丢弃，对环境的保护将是巨大的。

“一个城市只要有1/3的道路用上了
我们的固废物再生技术， 就可以消化全
城的建筑垃圾”

5月6日， 记者采访云中科技董事长湛哲宏
时， 他刚刚送走前来洽谈合作的海口市政府的
代表，对方看中了云中科技的固废物再生技术，
计划把海口市每年产生的150余万吨建筑垃圾
交给他们处理。

这样的大单不是第一笔。
目前， 长沙市已有五区两县与云中科技签

订了建筑垃圾处理合同， 长沙市城管系统密切
配合、集中收集，云中科技成为全国第一家能全
面消化一个省会城市的建筑垃圾的再生企业。

这几年， 云中科技为长沙处理建筑垃圾的
数量连年翻番。如今，该公司在长沙周边建设了

6个建筑垃圾再生产基地，每年可处理600万吨
建筑垃圾， 完全可回收再生产长沙每年产生的
400余万吨砖渣、水泥块、沥青块、地铁岩石等
建筑垃圾。“所有建筑垃圾不再需要外运或填
埋。建筑垃圾是重大污染源，填埋式处理对社会
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湛哲宏说。

“当别人把建筑垃圾用于生产楼房的各种
砌块时，我自2007年创立公司以来，就一直坚
持一个方向，用它来修路。修路对建筑垃圾的消
化，比盖房子彻底多了。 一个城市只要有1/3的
道路用上了我们的固废物再生技术， 就可以消
化全城的建筑垃圾。 ”湛哲宏告诉记者，目前在
京深沪等一线城市，对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基
本路径是楼房再建筑， 这样只能使用梁柱、楼
板、混凝土等高强度垃圾，利用率不及40％，砖
渣、 水泥砖、 石棉瓦等低品质垃圾毫无用武之
地。 修路却不同，只要攻克技术难关，就可以完
全利用起来。

2014年，云中科技研发的低品质垃圾分类
分选技术与增强技术完全成熟， 他们将分选干
净后的低品质垃圾，通过外掺增强剂提升强度，
生产出的成品完全可用于道路路基、路面建设，
或作为管网回填料。“有了这两大法宝，建筑垃
圾利用率可达95％。 ”湛哲宏说这是最令他骄
傲的地方，“只有布条、棉絮、编织物等暂时还不
能利用，但我一定会找到利用的方法。 ”

而云中科技的另一项数据表明， 如果回收
的全部是道路建筑垃圾，利用率已达100％。

利用率节节攀升，公司的收益也稳定增长。
2015年，长沙市在大规模“拆违”行动中，建筑
垃圾成倍增长， 当时江苏一家知名的环保企业
提出，处理这些垃圾需58元/吨的补贴，云中科
技与其竞标，提出除场内转运费外，一分钱补贴
不要，仅此一项，为长沙市节约2亿多元。

�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许波）5月6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
建中在吉首主持召开了湖南、贵州两省武
陵山片区的交通扶贫工作座谈会， 他强
调，部省联动、上下联动，搞好交通扶贫工
作。副省长张剑飞参加了调研与座谈。

何建中于5月5日从贵州省铜仁市来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先后深入凤凰县
廖家桥镇古双云村、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
村和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的村寨， 调研
交通扶贫工作。在湖南、贵州两省武陵山片
区的交通扶贫工作座谈会上， 湖南省交通
厅厅长胡伟林、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王秉清，
分别代表两省汇报了各自的交通扶贫工
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
专、怀化市市长赵应云，分别汇报了两州市
的交通扶贫情况，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

何建中指出，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
区，包括湖南省的31个县、贵州省的15个
县， 按照交通扶贫的建设目标———“外通
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详便捷”，
需要实行交通运输部与湖南、贵州两省联
动， 两省又要实行与市州的上下联动，才
能共同把交通扶贫工作搞好。湖南、贵州
两省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交通扶贫工作重
要性、基础性、先导性、引导性的认识，交
通扶贫攻坚，需要省、县、乡，甚至于村级
都要重视，要充分认识交通扶贫工作的艰
巨性和紧迫性；要抓住重点，高度重视乡
村交通路网建设，特别是建制村和撤并建
制村的公路硬化，并搞好农村公路的安全
保护工程；交通扶贫工程，也是稳增长的
重要内容，要把交通扶贫工程与特色产业
和旅游等相结合。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5月8日，首届“书堂山当代文人书法
周”将在长沙市望城区盛大启幕，众多当
代著名作家、书法家将走进“楷圣”欧阳询
故里书堂山，共探书法雅韵，同谱文人佳
话。5月7日， 记者专访了已经提前到达望
城的中国当代作家、书法家、中国作家书
画院执行院长白描。

“这是我第三次来书堂山，这里山清水
秀、峰峦叠翠，感觉非常舒适。”白描说，“欧
阳询创造了中国书法文化艺术的高峰，他的
成就不仅是书堂山、望城的地方瑰宝，更是
三湘四水的瑰宝， 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
到这里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的。”

对于望城书法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他
认为，不能就书法谈书法，而要将书法文
化与整个湖湘文化结合起来。“有3个人能
代表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是屈原，他
有着为了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二是
范仲淹，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仕子情怀；三是魏源，他有着
‘睁眼看世界’的改革开放精神。如果结合
这些生动的湖湘人物与文化背景，书法文

化的研究将有着更加开阔的天地。”
对于中国作家书画院即将在书堂山成

立分院，他表示，中国作家书画院对于分院
地址的选择十分严格， 目前全国只有3家分
院，书堂山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地标，有着丰
厚的艺术宝藏，可以持续提供营养，在这里
成立分院，对于传承优秀书法艺术、开拓中
国当代文人书画艺术的新篇章有着非常重
大的意义。 区别于其他分院的地域性质，书
堂山分院将侧重于研究以欧阳询为代表的
中国书法艺术以及中国文人书法。

看到望城逐步推进打造书堂山欧阳
询文化园、举办大型书法文化活动、推广
书法进学校等书法艺术行动，他评价：“望
城非常具有文化战略眼光，这里有着良好
的文化土壤、群众基础、资源优势，我很期
待这里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书法之乡。”

他建议：一方面望城要请更多当代文
人、书法家走进望城、了解望城，进一步扩
充书堂山文化的当代内涵；另一方面要让
当地文人、书法家走出去，更多地参与外
界活动、与外界交流，更多推介、宣传书堂
山文化，只有这样，当地的文化发展前景
才会更加开阔。

“期待望城成为中国书法之乡”
———访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白描

何建中在湘调研时强调

部省联动搞好交通扶贫
� � � �建筑垃圾用于生产楼房的各种砌块， 利用率不及40％； 湖南云中科技用建筑垃圾
修路， 利用率倍增。 长沙已成为全国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最高的城市———

建筑垃圾“修路”，
利用率95％

� � �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6日电 中巴经
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白沙
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 （苏库尔至木
尔坦段） 开工仪式6日在巴基斯坦信德省
苏库尔地区举行， 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
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项目开工仪式
揭牌并致辞。 他说，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缩
短从卡拉奇到白沙瓦的旅行时间， 并能为

买不起机票的百姓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同
时， 随着今后的延伸拓展， 它还能将巴基
斯坦与中国、 阿富汗、 伊朗等周边国家连
接起来， 从而促进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驻巴使馆临时代办赵立坚说，
该项目开工建设， 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截至目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总体进展
顺利， 已有10多个项目开工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建项目开工

� � � �新华社济南5月7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
威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7日6时
许， 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接渔民报警，鲁
荣渔58398船在东海某海域被货轮撞沉。

经初步调查， 鲁荣渔58398船载船员
19人，其中，2人获救，17人失踪。肇事嫌疑
船为马耳他籍货轮，当地海事部门已责令
该船返航接受调查。

接报后，威海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
速调度威海在附近海域的渔船开展搜救，并
责成荣成市政府及威海市海事、海洋与渔业
部门负责人赶往事发地协助搜救，同时请求
上级部门协调农业部东海渔政局、 浙江海
事、渔业部门组织搜救、核查肇事船舶信息。

目前，当地海事部门、东海舰队及周
边船舶正在全力搜救。

一荣成籍渔船在东海海域被撞沉
17人失踪，肇事嫌疑船为马其他籍货轮

� � �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
天进行的中甲第8轮比赛中，湖南湘涛华莱队
尽管开场不到1分钟就收获闪电破门，但经过
90分钟雨战，最终主场与新疆天山雪豹队2比
2战平。终止4连败的湘涛仍处于降级区。

本赛季，湘涛取得1胜2平开局后遭遇
4连败。因益阳主场看台需要检修，湖南湘
涛俱乐部将第八、 九轮的主场暂时迁回
“福地”中南大学球场。

本场比赛， 双方在雨中大打对攻战。
开场仅34秒，湘涛队陈子介左路突破杀入

禁区后，冷静将球打入远角。第18分钟，新
疆队利用角球机会，鲁迪尼补射破门将比
分追平。20分钟后，刘鑫瑜一记甩头破门，
帮助湘涛队反超比分。易边再战，雨势渐
小，湘涛队在现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继续展
开攻势。 但可惜姚江山的射门打在边网
上、连续发出的角球有惊无喜、卡贝萨斯
的吊射稍稍高出……第75分钟，新疆队凭
借替补球员伊达禁区外的一记世界波，最
终顽强地将比分定格在2比2。 此役过后，
湘涛以1胜3平4负积6分，仍位列降级区。

止连败，湘涛雨中战平新疆队

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赛首发站

3000选手绿跑梅溪湖

温馨母亲节
感恩送大礼

5月6日下午， 长沙市雨
花区左家塘街道桂花社区计
生协会携手群众工作站举办

“献礼母亲节” 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 小朋友们为妈妈
献上康乃馨表达对母亲的感
恩， 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也为
社区“优秀母亲” 代表送上
鲜花、 水果， 向她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 每年5月的第二
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何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