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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记者今天从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该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
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简称《通知》），主要
涉及加大提取造假处罚力度、 取消转出销
户提取两方面。

《通知》要求，自今年6月1日起，对伪造
合同、出具虚假证明、编造虚假租赁等骗提
套取行为，限制个人公积金账户时间由2年
增加到5年， 即取消职工5年内提取住房公
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

格；同时，在省直公积金网站、营业大厅公
布造假人员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通知》指出，自今年7月1日起取消转
出销户提取。 职工转出湖南省到外地工作
的，不再办理公积金转出销户提取，只能通
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办理
账户转移手续，到转入地公积金中心办理。
据了解，按照住建部统一部署和安排，全国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今年7月正
式上线后，将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切实保障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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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初夏的阳光， 撞上大地魔法般盛开的巨
大花朵。似乎果真有一只上帝之手，在青山绿
水间摆上这一组高低错落的碗碟瓶罐。 大面
积的圆润曲线里，镶嵌着繁密的五彩小色块，
红，黄，浅白，如火，如土，如瓷……

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俘获人心的第一
眼，就是这组中国陶瓷行业规模最大的现代
建筑群。因其鲜明的创新风格，人们又为其
命名“醴陵瓷谷”，以致敬著名的创新之地硅
谷。

“我们从几十个竞标的方案中，选
中一家全球知名的意大利建筑事务
所的设计。这是陶瓷博物馆，这是国际
陶瓷展览中心, 也是一站式陶瓷体验
营销平台……” 6月2日，醴陵瓷谷负
责人、醴陵瓷谷美术馆馆长罗坚从这

座魔幻的五彩城堡一路穿过，如数家珍。
与这组现代风格建筑相呼应的， 是即将

于9月28日亮相的“瓷器口”，一条以陶瓷文化
为主题的明清风情街。5幢明清古建筑都是从
江西、福建等地平移而来的“真家伙”。包括江
西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绎的状元楼， 曾国藩
率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时所住的追远
堂。“通过这些有身份证的古建筑精品展示陶
瓷文化、建筑文化，更可信、可感。 上海世博
会湖南馆主体装置‘魔比斯环展示系统’也会
永久落户这里。”罗坚说。

8年前，金东资本（华泽集团）董事长吴向

东决定建设醴陵瓷谷时，争议颇大：投资几十
亿的大项目，为什么放在这个小地方？回报周
期太长了。

“我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陶瓷，从未
忘怀。这个项目首先不是关乎投资回报，而是
关乎我作为一个醴陵人的家乡情怀。 醴陵的
发展，需要一个以陶瓷为载体，融合资本与实
业、传统与创新、科技与艺术、文化与旅游的
综合性平台。”

2016年11月16日，占地面积650亩，总投资
27亿元的醴陵瓷谷正式开园。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陶艺学会主办的国际陶瓷名家邀请展，
也同时开展。面对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51位艺
术家和众多嘉宾，吴向东如此夫子自道。

中国是陶瓷的发源地。但目前全球顶尖的
陶瓷品牌，没有一个来自中国。醴陵有千年瓷业
历史，釉下五彩瓷更是历史辉煌，但现在醴陵瓷
器却常被误认为产自景德镇。 荩荩（下转4版）

资本＋实业，传统＋创新，文化＋旅游……这“座魔幻城堡”，为中国陶瓷业吹来新鲜的风———

醴陵瓷谷:泥与火的交响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杨粲） 据省防指今天发布的消息，部
分市州遭遇暴雨袭击， 但四水干流及洞庭
湖水势目前总体平稳。 省防指今天召开防
汛会商会，要求加强预测预报，科学调度水
库，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准备工作。

3日8时至6日8时，全省自北向南出现一
次较强降雨过程，邵阳、张家界、郴州、永州、
自治州5个市州14个县（市、 区）112个乡镇
14.35万人受灾。 蓝山县城区局部一度受淹，
受淹面积约1.2平方公里，紧急转移400余人。

据最新气象预报，10日开始， 我省又
有一次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 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防指要求，气象、水文部门要密切监

视天气变化，强化滚动预测预报，切实提高
应对暴雨洪水的主动性。

省防指分析，受强降雨影响，双牌、欧
阳海等大型水库出现明显洪水过程， 库水
位持续抬升，水库蓄水量显著增加。为有效
应对下阶段强降雨过程， 各有关部门要密
切关注水库实时汛情， 及时通过加大水库
发电出力或提前预泄腾库迎洪， 确保水库
上下游防洪安全。

省防指还派出4个工作组， 赴永州、郴
州指导防汛抗灾。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5月22日，为期5天的第五届中国(湖南)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圆满落幕。然而，矿
博会的影响并未“落幕”。连日来，郴州城里热
闹依旧，国际矿物宝石文化产业园、石博园、
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等展馆人流如潮。

据相关部门统计，在郴州举办的这届矿
博会，吸引了52个国家500多家企业参展；参
观人数达33.6万人次、交易总额19.3亿元，分
别比上届增长5%、10%。不仅如此，矿博会期
间，郴州还签约29个项目，总投资253.83亿
元。

当前，我省正在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矿博会，是世界级矿物宝石展
示交流平台。连续几届矿博会成功举办，不
仅展示了矿物宝石的魅力， 还为郴州乃至
湖南带来了人气、财气，带动相关产业蓬勃
发展。

变革观念，
不再把“石头”当作矿石卖
5月20日下午，由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

有限公司组织的矿晶拍卖会， 在郴州市体育
中心拍卖厅进行，44块矿晶引来国内外200余
名矿物宝石收藏爱好者参加竞拍。 其中一块
产自巴西、重6.8公斤的碧玺，以完整的造型、
靓丽的光泽、 硕大的结晶， 吸引多位买家竞
拍，最终被一位买家以120万元的高价拍下。

同时，一块产自美国的海蓝宝，也在拍卖
会上以30万美元成交。

“在众人眼里，碧玺、海蓝宝等不再是一
块普通的‘石头’，它们以独特的美学、科研、
文化价值， 超越了作为矿石本身的经济价
值。”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建蓉说。

我省是“有色金属之乡”，矿物晶体品种
众多、形态精美，雄黄、辉锑矿、铅锌矿等矿物

晶体品质居世界上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矿产资源勘查和保护利用工作， 花大力气把
矿博会打造成为展示“有色金属之乡”的一个
品牌，并以此搭建“对外招商引资、旅游文化
促销”的平台。

郴州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中
国观赏石之城·矿物晶体之都”， 矿产资源极
为丰富。已发现矿产110多种，其中钨、铋、锡
等保有储量居全国前列。可开采的方解石、萤
石、 车轮矿等矿物晶体储量达132万立方米，
还盛产香花玉、通天玉、黄蜡玉等。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前几年到郴州讲
学，欣赏了当地丰富多彩的矿物晶体后，挥毫
写下“天地的密语，山川的眼神”10字赞语。

然而早些年前，大多数人只晓得“不把
矿石当作石头卖”（意即矿石有价值，不能贱
卖），却不知更不能把“石头”当作矿石卖。一
块好的矿晶， 往往能卖出让人意想不到的

“天价”。 荩荩（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2017年“全球
航天探索大会”6月6日在北京开幕。 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人类自古就对浩瀚的宇
宙空间充满好奇和向往， 中华民族世代传
递着飞天的传说和梦想。20世纪， 人类写
下了太空探索的辉煌篇章。 航天科技对人
类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面向未来， 航天科技成果必将更好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航天
探索和航天科技创新， 愿加强同国际社会
的合作，和平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让航天
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贡献力量。 相信本次大会将有力促
进全球航天科技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矿博会，给郴州带来了什么

� � � � 5月18日，郴州
国际会展中心，目前
世界最大的红碧玺
吸引许多观众观赏。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习近平向2017年
“全球航天探索大会”致贺信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左丹）2017年
高考在即。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本月6日至
8日湖南整体气温平稳， 但部分地方有阵雨
或雷阵雨天气。为此，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
做好高考期间应对极端天气影响的工作预
案，强化防范措施，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湖南今年共有报名参加高考考生
41.08万人，实际参考人数为35.15万人，在
14个市州共设考区122个、考点254个、1.24
万间考室。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目前全省
各地已根据实际层层制定和完善了极端天
气灾害防范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紧急疏散
预案和考生送考方案， 力争科学合理安排

有关防范应急处置工作。 各地对考生及考
务工作人员进行了极端天气灾害防范应急
处置等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强了试卷押运人
员、送考员、司机等人员的安全应急培训。同
时进一步加强了对考点及考点周边、考试路
途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考前
对校园水道、管网、各种牌匾 、瓷砖等进行
了一次地毯式的全面排查，确保考生及考务
工作人员生命安全。考试期间，气象部门将
给每个考点即时报送天气情况，随时保持与
当地防汛指挥部门的联系，一旦出现灾害苗
头，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考务工作
人员和考生疏散转移。

湖南35.15万人今天赴考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左丹）记者
今天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目前全省
高考组考工作已准备就绪。

据省教育考试院通报， 为切实保障考
试安全，全省各级各部门强化防控措施，完
善管理机制，努力创建“平安高考”。如在试
卷流转环节方面， 湘潭市加强试卷交接及
运送环节的监管，市考试院、县招办、保密
局、 公安局等派专人接回高考试卷到市总
保密室，在纪检监察、保密、公安部门全程
监督下进行了分卷； 并严格执行保密值班
制度，安排白班5人、晚班4人的保密值班。
在标准化考点建设方面， 娄底市双峰县投
入400多万元用于考点监控、 广播系统等
设备系统建设后， 为了满足标准化考点建
设要求， 又投入10万元添置无线电屏蔽
仪、安检仪及考室挂钟各100套。在培训方
面，长沙市、张家界等地召开高考安全工作

暨考务培训会议，要求做到先培训再上岗，
不培训不上岗，提高执行力、控制力，及时
有效处理偶发事件。在应急管理方面，娄底
市、怀化市等要求各地、各部门建立完善的
应急反应机制， 制定科学、 严密的应急预
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考试安全的新形势新挑战， 各地
各级有关部门层层签订责任状， 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考试环境， 确保为考生营造良好
的考试环境。 如自治州切实与各招委会联
席单位在考试前联合做好“打击销售作弊
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替考、代
考”等专项行动，防范和打击违纪舞弊、代
考替考等违规行为。 邵阳市新邵县做好保
电方案和应急部署，对保电线路进行特巡，
对所辖供电营业区内的高考场所、 集中规
模住宿宾馆等电力用户进行了全面检查，
要求确保供电用电工作万无一失。

高考组考工作准备就绪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一行赴长沙市望城区黑麋
峰现场调研督办《关于提升我省生活垃圾处
理能力和水平的建议》重点提案。她要求，要
着力办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提案，推
动形成解决环境问题的合力。

省政协副主席葛洪元、胡旭晟，秘书长
卿渐伟参加调研督办。

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 致公党
湖南省委提出《关于提升我省生活垃圾处
置能力和水平的建议》，长沙市政协提案委
在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将

长沙市固废场尽快封场建成环保科普主题
公园的建议》。上述提案分别被确定为省政
协重点提案与市政协重点提案， 并进行督
办。

李微微一行前往长沙固体废弃物处理场
垃圾焚烧在建项目， 现场调研了垃圾处理相
关项目， 并召开了省市区政协重点提案调研
办理协商会。

在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
焚烧）项目建设现场，李微微详细了解了项目
建设、设计处理规模等情况。她叮嘱相关负责
人，要做好老百姓的思想工作，获得他们的理

解，减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协商会上， 提案承办单位汇报了提案办

理情况。提案者代表、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胡
旭晟表示对提案办理非常满意， 并希望省直
各部门将长沙市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好的经
验进行推广。提案者代表、省政协委员何劲松
还提出了封场后垃圾渗透液的处理、 实时监
控垃圾处理场周边环境等建议。随后，与会人
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李微微为长沙市委、 市政府生活垃圾处
理方面取得的成绩点赞。她说，要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 着力办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提案；着眼长远，推动形成解决环境问题的
合力。 要总结推广各市州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好做法好经验， 合理运用环保企业的好技术
与好产品。期望以该提案的省市县（区）三级
政协联动办理为契机， 切实提升我省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水平，促进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的协
调，实现湖南绿色发展。

李微微赴望城调研督办重点提案

办好热点民生问题提案
形成解决环境问题合力

住房公积金将实现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省直公积金调整部分提取政策，本月起加大对

提取造假处罚力度，下月起不再办理转出销户提取

部分市州遭暴雨袭击
省防指要求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准备

高考招生关注

紧贴制造强省战略 深化军民融合发展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回望维新志士唐才常的慷慨人生

梅山高人 乃武乃文
———梅山武术掌门人晏西征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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