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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通讯员
晓原 陈云侠 记者 龙文泱） 湖南省
博物馆新馆开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 记者今天从省博物馆获悉，10
月新馆开放后，该馆将推出“马王堆
汉墓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
文化陈列”两个大型展览，全方位展
示极具特色的湖南历史文化。 2014
年归湘的国宝级青铜重器皿方罍将
隆重登场。

据省博物馆负责人介绍， 即将推

出的“马王堆汉墓陈列” 和“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囊括了该
馆珍藏多年的文物精品和全省各文博
单位友情借展的珍贵文物。 以皿方罍
为代表的展品气势恢宏、纹饰精美，充
分展现了我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2014年， 在湖南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下，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漂泊而
回到故园的皿方罍器身，与收藏于湖
南省博物馆的器盖身首合一。 同年
11月，在“芒果中庭艺术珍品展·皿

方罍”上，皿方罍首次对社会大众公
开展示。同时展出的还有人面纹铜方
鼎、铜豕尊、铜象尊等珍贵文物。今年
7月，该展览圆满谢幕，展品已顺利撤
回省博物馆。

据了解， 为做好展览的相关工
作，从去年开始，省博物馆便周密部
署，安排专人全力收集展览所需的文
物展品。 截至目前，省博物馆已为两
大展览收集文物展品5000余件(套)。
展品已全部分柜、分类，妥善安放。

省博物馆10月将推两大展览
国宝皿方 隆重登场

� � � � 8月23日，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项目进入装饰、 装修和道路绿化阶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中石化巴
陵石化炼油事业部员工何志标
的孩子何哲希今年高考考取湖
南中医药大学， 正在家人为其
学费发愁时，8月21日， 巴陵石
化领导来到家中祝贺，送上“金
秋助学”奖金3000元。

在新学期即将开学之际，
巴陵石化启动2017年“金秋

助学”活动，包括改制企业在
内的19个单位共上报困难家
庭134户，公司工会分别送上
1000至3000元不等的助学帮
扶金，总金额29.7万元。

据了解，巴陵石化已连续
9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公
司层面累计发放助学帮扶金
近210万元，先后有近1000人
次学生获得资助。

“金秋助学”金 国企显温情
巴陵石化9年助学员工学子近1000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近日，第26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
林匹克竞赛在郑州闭幕。 我省8位参赛
队员取得了六金二银的好成绩。 其中，
长沙市一中的刘商鉴、李安之、雷柯欣
均获得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他们
同时获得了保送清华大学的资格。

8月22日，记者走进长沙市一中，对
他们进行了采访。

“这3个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对生物学科很热爱。 ”生物学竞赛教
练陈新奇告诉记者。

长沙市一中选拔奥赛选手的方式
很有个性———不依据学习成绩好坏，也
不依据某种超高难度的定向测试，完全
由高一学生自愿报名。 陈新奇说，第一
轮报名生物的学生达到200名左右。

“学科的学习都有一个枯燥的过
程，而兴趣，可以让学习坚持下去。 ”陈
新奇说， 为了让学生对学科更亲近，他
鼓励同学们自己种一些植物，了解校园
里每一株植物，而刘商鉴的兴趣尤其浓
厚。 有一次，刘商鉴发现图书馆前有一
株海枣树，他查阅资料发现，这种树的
茎淀粉含量丰富， 硬是摘下一截尝了
尝，还夸味道不错。

刘商鉴特别喜欢做生物实验， 每
次完成正规实验作业后， 他还能弄出
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有一阵子， 他
非常沉迷于实验，经常从早到晚待在实
验室，理论课的成绩有所下降，但陈新
奇并不忙着制止他，“他喜欢探寻的东
西要允许他去做。 在我眼里，保护他的
学习兴趣， 比提高他的竞赛成绩更重
要。 ”之后不久，刘商鉴的理论学习也迎

头赶上。
在班主任蒋玲丽眼里，刘商鉴“自

省”、李安之“勤奋”、雷柯欣“沉静”，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学习习惯也各不
相同。 蒋玲丽介绍，李安之的学习经是
勤奋，他喜欢将学习计划安排得井井有
条，并按时完成。“但这样容易焦虑，万
一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习， 他就会不踏
实。 ”蒋玲丽说，当她一发现李安之有这
样的情绪，就立刻与他沟通，几次过后，
李安之学习上也变得从容、 自信了很
多，成绩也保持稳定。

雷柯欣初中在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的一个普通班， 但他学习扎实，成
绩一直不错。 高一来到长沙市一中，学
习非常认真，“最开始的几次阶段性考
试，雷柯欣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他不
气馁。 ”陈新奇说，每次考试后，他都及

时跟雷柯欣讨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
强，就这样他的成绩越来越好，后来也
稳定在前五名。

为了拓展他们对学科知识的深度、
广度， 学校还提供了很多的自选课程，
到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
大学等知名学校的实验室做实验。 此
外，学校也会请一些大学的学科专家来
校为他们讲课。 与高校老师的积极互动
无疑开拓了孩子们的眼界，激发了他们
的科研创新能力。

该校校长廖德泉认为：“长沙市一
中的教育理念就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基，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导航’。 奥林匹
克竞赛正逐渐去功利化，我们要真正利
用这个平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科研创新能力， 让他们的潜能得到释
放，奠定他们终身学术发展的基础。 ”

长沙市一中3学生在全国生物学奥赛夺金———

兴趣引领他们攀登高峰

我省千名贫困学子
获爱心资助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龚婷）今天，由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青
年联合会、华融湘江银行共同主办“华融湘江
银行-绿色助学行动” 在湖南省音乐厅举行
2017年捐赠仪式，来自全省的1000名即将进
入大学的学子每人获得3000元资助。

8月23日，刚刚参加完公益毅行活动的
王舟，来到捐赠现场讲述自己的故事。作为
去年接受“华融湘江银行-绿色助学行动”
捐赠的学子之一， 王舟来自益阳的一个贫
困家庭，过去一年，他在大学里的九门学科
成绩排名年级第一， 荣获学校最佳优秀辩
手、公益征文比赛一等奖。

据了解，“华融湘江银行-绿色助学行
动”从2014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帮扶
贫困学子的爱心行动，每年资助1000名家
境贫寒、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圆梦大学。
4年来，该活动已累计向贫困学子捐赠1280
万元，帮扶贫困学子4000人。

� � � �根据中央有关工商联换届文件精
神，经民主推荐、综合评价和考察，省
委统战部部务会研究同意， 对我省推
荐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拟作为全国
工商联执委提名人选予以公示：

梁稳根，1956年1月出生，中共，三
一集团董事长；

王填，1968年1月出生，无党派，步
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群飞，1970年7月出生， 无党
派，蓝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岳，1963年6月出生，中共，楚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则有，1962年11月出生， 无党
派，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刘思川，1984年3月出生，无党派，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勇，1961年1月出生，中共，泰富

重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飞，1963年10月出生，无党派，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
毛铁，1978年4月出生，无党派，湖

南金龙国际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
南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会长；

李涛，1978年1月出生，中共，湖南
省山东商会会长、 湖南鲁商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1974年8月出生，民革，盐
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汤朝阳，1978年9月出生，致公党，
湖南昭泰医疗集团董事长。

如对上述人选有不同意见， 或发
现人选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等的行

为， 请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统战部反映
（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 反映问
题要实事求是， 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
实姓名。

公示期限 ：2017年8月24日-8月
28日（自刊发之日起5天）

受理地点：省委统战部办公楼506
室

举 报 电 话 ：0731-82216259，传
真：0731-82217381� 15874958150（仅
接收短信）

举报邮箱：hnswtzbjjc@126.com
� � �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迎宾路185号省委统战部经济处

邮政编码：410011� � � �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

2017年8月24日

湖南推荐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拟作为全国工商联执委提名人选公示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
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吴丹 乔
梦平）今天，省公安消防总队
召开抗洪抢险总结表彰暨党
的十九大消防安全保卫誓师
大会，总结表彰全省消防部队
在抗洪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先
进单位和个人，动员全体消防
官兵全力投入消防安全保卫
工作，严防重特大火灾事故发
生，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今年以来，全省消防部队
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救援、
“5·11” 二广高速蓝田隧道液
化天然气槽车侧翻等多项急
难险重任务， 实现了业务建
设、队伍建设“双丰收”，确保
了火灾形势和部队内部“双稳
定”。在抗洪抢险行动中，全省
消防部队快速反应、 全警动
员，参与完成各类抗洪抢险行
动1040次， 出动警力9721人
次、车辆舟艇1678辆次，营救
人员10018人，疏散群众3万余

人，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要求， 各地要在9月
底前集中挂牌一批、 曝光一
批、约谈一批、整改一批重大
火灾隐患，确实难以整改的火
灾隐患， 依法采取关停措施，
确实无法关停的单位，责令单
位24小时死看死守，确保不发
生火灾事故。10月底以前，全
省各地要对高层建筑、危化场
所、城市综合体、地下建筑等
辖区重点目标全部熟悉演练
一遍， 进一步优化力量编成、
响应联动、通信联络、作战程
序。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建立健
全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
并结合本地区灾害事故特点，
每月至少开展1次演练， 结合
演练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与
修订数字化灭火救援预案。

会上， 省公安消防总队对
抗洪抢险行动中表现突出的辰
溪县消防中队等24个集体和
116名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严防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我省召开十九大消防安保誓师大会

�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
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沈敦煊 ）
今天，记者从全省完善法律援
助制度改革暨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培训班获悉，今
年下半年，我省将加快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点建设，
年内实现市、县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全覆盖，乡镇（街道）工作
站、村（社区）工作点建成率达
80%以上的目标。

2016年以来，省委深改组
通过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
度的实施意见》，我省各地根据
实施意见， 纷纷降低法律援助
门槛， 放宽了法律援助经济困
难标准，还将民事、行政法律援
助事项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到14项。残疾人、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
确保了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
益，今年上半年，全省法律援助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共受理

指派法律援助案件17925件，
较去年同期增长12%。

为了使群众在家门口能享
受到优质便民的法律服务，我省
努力打造了省、市、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五级公共法律服
务实体平台，截至目前，全省已
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23个，
覆盖95%的县（市、区），建成乡镇
（街道） 公共法律服务站986个，
占应建总数的51%；村（社区）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点3688个，占应
建总数的13％，建设全省统一的
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

培训开班仪式上，省司法
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春阳
表示，要积极推进法律援助制
度改革， 扩大法律援助受益
面，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
准和办案质量，健全完善公共
法律服务五级实体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作方式，
让人民群众感觉到公共法律
服务就在身边。

公共法律服务就在身边
我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常宁市原市委书记
曾义国受审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何淼玲 ）
今天，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常宁市原市委书记曾义国受贿一案。 娄
底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义国在2008年
至2015年担任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
会主任、 党工委书记和衡阳市白沙洲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以及2015
年3月至2016年7月任常宁市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先后200余次收受衡阳
市晨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一玖建设
公司等10余家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公
司项目责任承包人所送人民币111万元， 为
上述公司谋取利益。 在此期间， 曾义国还
接受工业园干部等10人的请托， 为其岗位
调整、 职务提升予以关照和帮助， 应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指控曾义国犯罪事实具有如
下特征： 犯罪次数多， 受贿地点大多为其
办公室、 家等场所； 受贿时间主要集中在
端午节、 中秋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前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继续顶风作案， 甚至在职
务提拔之后也没有收手。

在今天的庭审中，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 曾义国进行了最
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宣布， 此案将择期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