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章257次
湘A24847货车“牛”大了

本报 11月 12日讯 （记者
陈惠芳 胡宇芬）今晚8时，记者
拨通了沈昌健的电话。沈昌健欣
喜地告诉记者，明天上午，他将
在长沙与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彭华会商。他们将
联手延续“油菜梦”，更有效地加
速杂交油菜的研究进程。

11月4日， 本报在1版头条
位置刊登了通讯《农家父子传
承“油菜梦”》，报道了临澧农家
父子沈克泉、 沈昌健为研究杂
交油菜， 坚持不懈奋斗35年的
事迹。子承父业的沈昌健“想找
战略投资者一起干”。此报道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湖南盈
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
华阅读后， 感慨地说：“他们的
执着精神让我感动。 我要助一
臂之力。”

此前， 盈成已与沈昌健接
触。 盈成初步作出了几项承诺：
将为沈昌健提供专项资金，进行
育种科研攻关；利用湖南食用植
物油工程技术中心的科研优势，
在技术和设备上给予支持；提供
核心油菜基地，进行试种对比试
验， 安排专门技术人员管护；一
旦品种通过国家评审，优先统购
其种子，加速上市推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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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会”）日前在广州琶洲国际
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此届交易会出口展
区参展企业23975家，比上届稍有减少。

多次参加广交会的湖南省丝绸集
团公司国际贸易部员工金石良坦言，受
国际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近几届广交
会采购商已有所减少，意向成交额也不
如以前。

湖南有274家企业亮相此届广交
会。在寒风吹拂的外贸市场，我省收获
订单的是一些什么企业？

从OEM到ODM，
企业变被动为主动

此届广交会纺织品展区，湖南仅70
多个展位，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
海、 山东等省份动辄几百上千个展位
比，的确不太起眼，但梦洁、华升、东一
等公司的展位，也让人眼睛一亮。

在服装内销市场名不见经传的东
一工贸公司，人气尤其火爆，采购商络
绎不绝。公司负责人莫映辉接受记者采
访时，便多次被来访的客商打断。在展
厅壁板上，记者看到东一公司展出的与
其合作的全球著名服装企业名单 ：
ZARA、Woolworths、H&M、 欧 尚 、
Next、Tesco。“ZARA与Woolworths已
来洽谈过了， 达成了明年400万美元的
订单意向。”莫映辉一脸兴奋地说。

同样是贴牌代工，东一工贸为何能
获得如此多欧美著名服装企业青睐？莫
映辉认为，“此贴牌”非“彼贴牌”，为客
户贴牌代工，东一公司并非简单地拿着
客户的样板直接加工生产，而是融入了
自己的设计创新元素， 已变OEM为
ODM。

从OEM到ODM，只一个字母之差，
但内涵完全不同。

OEM， 即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原厂委托制造 ) 的简
写，产品完全按照上游厂商的设计来制
造加工， 属于加工贸易中的“代工生
产”；ODM� 即Original� Design� Manu-
factures（原厂委托设计)的简写，属于
协作生产，融入了生产厂家的设计与研
发要素。

“产品里融入了自己的设计元素，
附加值当然会比普通贴牌生产要高，还
可以提高客户的依赖度。”莫映辉介绍，
东一公司在长沙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
门，有23位专业服装设计、研发人员，年
研发成本达300多万元。

凭着贴牌代工品牌企业这块金字
招牌，东一公司不断吸引着全球服装企
业新客户。2012年， 东一公司服装出口
达3000万美元。

与东一工贸异曲同工的是，华联瓷
业凭着强大的研发生产能力，赢得了星
巴克的大订单。

华联瓷业董事长许君奇透露，从
2014年开始， 华联瓷业将成为星巴克

“马克杯”中国最大的供货商。星巴克明
年计划至少花1000万美元， 采购由华

联瓷业生产的陶瓷杯。
根据合作意向，星巴克向华联瓷业

订购的“马克杯”由双方共同设计杯型
与图案，华联瓷业单独负责杯子的材质
和技术研发。星巴克采购商蒂也多公司

的采购代表陈先生告诉记者，为寻找最
合适的中国供货商，他们曾连续参加多
届广交会考察日用陶瓷展商，并有两年
不下订单、不谈合作。在确认了华联瓷
业的陶瓷工艺和研发能力后，星巴克接
连两年少量采购华联瓷业生产的陶瓷
杯“试水”市场。此次广交会一锤定音，
双方终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自主品牌大出“风头”
在此届广交会上，邵阳阳光发品公

司着实“阳光”了一把。阳光发品公司长
期为美国假发顶级品牌Shake-N-Go�
Fashion代工，所生产的接发、头套、假
发，质量世界一流。

并不满足于代工生产，阳光发品公
司还创建了假发自主品牌SUN-RAY。
目前已成为欧美、中东、非洲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知名的中高端假发品牌。

阳光发品公司第一次参加广交会，
居然吸引了百余位外国采购商。从上午
9时开展，到下午5时闭馆，业务员忙得
团团转，不停地与客商洽谈。

阳光发品公司副总经理张小曼给
记者翻开客户资料记录本，其中不少客
商表达了强烈的采购意向， 她保守估
计，将有10多家采购商最终达成交易。

“山猫吉咪”卡通衍生产品，同样凭
着自主品牌，在广交会上大出“风头”。

“我们已与海外客户签订300万美
元的意向订单。”10月3日， 广交会第三
期进入第三天，湖南山猫卡通公司进出
口部经理罗慧喜滋滋地告诉记者，这个
数额已追平公司去年全年出口额。

动漫湘军盛极一时，湖南“三只猫”
（蓝猫、虹猫、山猫）声名远播。山猫卡通
公司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以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卡通形象， 开发出餐厨用
具、儿童用品、箱包、食品、浴室用品等
共8000多种衍生产品。

借助广交会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

国际采购商慕“猫”之名前来，订购带有
山猫吉咪系列卡通形象的衍生产品。目
前产品已销到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
牙、荷兰、澳大利亚、墨西哥、马来西亚
等50多个国家。2012年“山猫吉咪”衍生
品出口达300万美元。 罗慧预计今年出
口将超过500万美元。

“只此一家”，生意做得“好硬气”
在此届广交会上，记者发现了几家

特别“牛气”的湖南参展企业。
洞口壬源公司负责人向高峰放言：

“我的产品想喊什么价， 采购商都得买
账！”

壬源公司生产的新技术点烟器，全
球首创。广交会开幕前，该公司已向全
球发出了3001封邀请邮件，300多位采
购商应邀而至。对这种“独家”产品，采
购商无从杀价，只能听从供应商定价。

无独有偶，将“只此一家，别无分
店”的生意做得“好硬气”的，还有张家
界军声砂石画。

记者看到，军声公司展出的砂石画
从几十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家居装
饰品展销区，算得上是“高价”商品，但
负责人孔菁萍坚持“不还价”。一位印度
采购商看中了标价183美元的砂石画

“门窗”，按惯例讨价还价后，出价到了
150美元，军声公司仍不为所动，采购商
只得悻悻离去。

有意思的是，这位印度采购商在整
个展馆没找到同类商品，当天会展快结
束时，又回到军声展位，按参展商的价
格买走了“门窗”作为样品。

虽然价格不菲，军声砂石画成交仍
然“火爆”。孔菁萍介绍，他们已与近百
位采购商交换了名片，一位新加坡采购
商更是当场下单， 签订了20万美元产
品；一位美国西雅图采购商约定将长期
大批量订货。 一位韩国采购商定下了9
幅样品，表示回国后继续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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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12日 讯 （记 者
段涵敏 ）气温骤降，肺炎进入高
发季节。 今天是第5个世界肺炎
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专
家义诊咨询活动。 专家提醒，儿
童和体弱的老人是肺炎高发人
群， 肺炎已成为全球5岁以下儿
童死亡的第一大疾病，平均每15
秒钟就会有1名儿童死于肺炎。

据介绍，肺炎是一种严重的
肺部感染， 其症状包括咳嗽、呼
吸急促或困难、发热、食欲下降
等，诱发因素包括雾霾、尾气、灰
尘、吸烟等，感冒、流感、糖尿病、
慢阻肺等也极易并发肺炎。冬春
季节是肺炎的高发季节， 据统
计，60岁以上老年人肺炎发病率
为25%，死亡率高达20%，占老年
人死亡原因的第4位； 全球每年
有200万以上的婴幼儿死于肺
炎，2012年， 省儿童医院统计数
据显示，肺炎占儿童住院病例的
第一位，高达19%！

省卫生厅巡视员林安弟介
绍，肺炎也被称为“被遗忘的杀
手”，如果治疗及时，完全可以痊
愈，若延误治疗，肺炎会是一种
严重甚至致命的疾病。肺炎最基
本的治疗办法是使用抗生素，但
由于抗生素滥用，耐药性问题越
来越严重，导致肺炎治疗越来越
难，死亡率同步上升。其实，肺炎
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接种
肺炎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
防措施。

专家提醒，怀孕的母亲要做
好孕期保健，保持生活环境的清
洁卫生， 更要注意个人卫生，防
止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孩子出生
后，要给孩子布置一个洁净舒适
的生活空间，注意家庭居室内消
毒， 母乳喂养能抵御幼儿肺炎，
应确保母乳喂养6个月。 老年人
要注意防寒保暖，适量、合理地
锻炼身体， 热水泡脚也可防肺
炎。

专家支招 预防常见疾病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警惕被遗忘的“杀手”

肺炎进入高发季节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波 许志华

【办案结果】近日，郴州市人
民检察院透露，该院分别于10月
上旬和11月8日批捕了制售假冒
品牌服装、并利用淘宝网进行销
售的犯罪嫌疑人黄五华和张东
明。

【案情回放】黄五华是郴州人，
张东明是浙江人。自今年3月起，黄
五华在张东明开设的制衣厂内订
做大量假冒“玖姿”女装。每次订做
服装之前，黄五华将订金打入张东
明的银行账户内。张东明则按照黄
五华送来的样品加工，然后贴上假
冒标签，将成品邮寄给黄。同时，张
东明还通过QQ网络订货、 线下交
易等方式，将成品销售给部分淘宝
店主销售。如此，黄五华、张东明和
部分淘宝店主就形成了加工、销售
假冒服装“一条龙”，每天营业额高
达6000多元。

今年6月， 浙江安正时尚集
团公司信息中心监测到他们的
“玖姿”牌女装被假冒 、仿冒 ，并

利用淘宝网络平台进行销售，于
是向警方报案。不久，黄、张2人
因涉嫌犯罪被批捕。

截至案发时，张东明已从黄
五华处获取服装订制款40余万
元，警方现场查获假冒“玖姿”牌
服装2377件以及6600多个吊
牌、洗水标。

【检察官说法 】郴州市检察
院侦查监督科科长陈平介绍，刑
法第213条规定， 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
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罪嫌疑人张东明、黄五华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利用互联网销售平
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服装，侵害
企业知识产权，严重扰乱了市场
经济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触犯了刑法第213条之规定，涉
嫌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温馨提示】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服装， 不仅欺骗了顾客、侵
害了其他企业权益，还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必将受到法
律严惩。

以案 �说法

“网商”制售高仿女装被批捕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万颂华）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了解到，即日起，长沙交警支队将定
期曝光一批多次违法未处理、被强制报废的货车、被查处
的改（拼）货车和驾驶证被依法“降级”和吊销的货车驾驶
人。本次首批曝光长沙地区未处理非现场记录百次以上的
大中型货运车辆共计9台，其中私车即占了7台。记录最高
的是一台车牌为湘A24847的货车，违章竟多达257次。

据介绍，对于被曝光车辆，长沙交警将暂停车主（含私
车）除交通违法、车辆年检业务外的所有新增车辆业务，纳入
重点车辆数据库和天网工程电子卡口，实行网上与路面联合
查缉。同时，辖区交警将上门督促，并在路面勤务中对以上车
辆实行重点查控，将车辆查扣到指定地点，直到违法消除。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蒋凯）肺中藏
铁钉30余年，64岁的宋某竟不知道， 直到近日反复咳血前
往医院，才发现肺部异物。记者今天从湘雅三医院获悉，卡
在宋某肺部的长约5厘米的铁钉被顺利取出。

来自双峰县的宋某出生在杂技世家，经常表演“空中
飞人”、“口吃铁钉”等杂技节目。据他回忆，1981年，他在广
州表演“口吃铁钉”，期间咳嗽了一下，但没有在意，铁钉吐
出来后也没有去数，铁钉很可能“跑进”了肺里。一年前，他
发现呼吸有些困难，直到今年出现咳血，才来到医院检查，
发现肺部有金属异物。

湘雅三医院心胸外科王电军副教授表示，肺部不像其
他器官，有异物应该会有明显的反应，这颗铁钉居然在他
肺里“住”了30余年，去年才发作，真是个奇迹。11月6日，手
术顺利完成。

医生提醒，要避免进行“口吃铁钉”等高危动作。如果
出现反复咳嗽，甚至咳血的症状，应及时到医院检查，注意
是否有异物进入了肺部。如不及时将异物取出，反复肺感
染可能会引起大咳血，危及生命。

肺中藏钉30年
患者浑然不觉真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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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 ，
会同县蒲稳侗
族苗族乡夏结
莲村，村民发现
一棵百年古树
里长出了南竹。
南竹虽然寄生
在古树内，但长
势良好。

廖名地 摄

第114届广交会上繁忙的湖南展厅。 本报记者 孙振华 摄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11月 12日

第 2013309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95 1000 49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31 160 116960

9 2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1月12日 第2013133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98275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24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671892
3 133443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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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成与沈昌健
联手延续“油菜梦”

(紧接1版①） 审议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
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
法〉办法（草案）》和《湖南省交通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草案）》、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提请审议的《湖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

和相关人事任免案。
会议还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召开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的决定草案，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研
究室关于《中国人大》杂志地方巡礼（湖
南）专栏组稿方案的汇报。

(上接1版②）
“从龚全珍老人身上，我深深地感受

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服务群众、 一心为民
的博大情怀。”聆听完报告，省委党校学
员张振表示，要向龚全珍老人学习，尽一
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去帮助更多的人。驻

长某部战士李广辉激动地说， 龚全珍老
人的事迹就像一面镜子， 为我们照出了
差距，净化了心灵。我们要向她学习，不
断挖掘人生的价值，实现精神的追求。

许又声在报告会上强调，要学习龚
全珍同志矢志不渝、永葆本色的坚定信

念，学习她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
风范，学习她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优
秀品质，学习她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
高尚情操。把向龚全珍同志学习活动与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奋力谱写
共筑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省直机关干部、 驻湘部队官兵、大
中小学师生和省委党校学员，以及社会
各界代表等1000余人聆听了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