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岳云 史彩平） 近

日，从科技部、财政部公布的 2011 年度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第一批项目

立项通报中传出喜讯，慈利县中杰公司申报

的“低品位高碳镍钼共伴生矿选冶综合利

用”获批立项、获资助经费 60 万元，这是该

县首次获得国家创新基金项目资助。

慈利首获国家创新基金

力促行业进步 着眼民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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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路莎） 郴

州市在 3月 9日召开的全市科技工作会议上

提出：力争到 2015 年，全市科技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高， 科技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 争取成为国家

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和列入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创建城市。

“十一五”期间，全市争取省级以上科技

项目 260多项，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682项。完

成专利申请 3208件、专利授权 1312件。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幅比“十五”期间高 18

个百分点。 共建立了 68 个农业科技示范乡

（镇）、158个示范村、92个示范企业。 通过开

展产学研合作，获专利 162项、中国驰名商标

2 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1 件，产生经济

效益 50多亿元。

“十二五”期间，该市将在实施重大科技

专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 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做好科技惠

民工作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为科技进步与创

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加快郴州“两城”建设

不懈努力。

郴州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力超 60%

本报讯 （记者 颜优华） 近日， 省科技

厅、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联合组成考核组，

赴国防科技大学、省农科院、湖南大学、省中

医药研究院和长沙理工大学等部分首批省

科技领军人才所在单位进行调研。全面考核

即将届满的领军人才科研情况及所在单位

落实《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

案》情况。

调研中，于起峰、邹学校、青先国、曾光

明、王耀南、蔡光先、张建仁等 7 位领军人才

汇报了 4 年来项目带动、院士带培、创新团

队建设、出国研修、举办高端论坛等科研工

作情况。 培养期内，于起峰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7 位领军人才均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以上科技奖励，承担了省部级以上重大或重

点科技项目， 平均科研经费达 1000 万元以

上。 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批

重要科研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或社会效

益，得到业内的高度认可。

首批省科技领军人才

培养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周海洋） 3

月 13 日，记者从湘潭市科技局获悉，该局将

3 月份定为科技项目建设服务月。 要求全局

系统干部职工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技术需求， 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科技项目前

期调研，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局

里成立了科技项目建设“服务月”活动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下设 3个服务指导工作组。从

3 月 1 日开始， 各服务指导工作组深入基层

开展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努力提

高服务水平，广泛听取意见，掌握情况，形成

服务科技项目建设的工作合力 。

湘潭启动科技项目

建设服务月活动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全国“两

会”上，科技界的代表们，围绕“十二五”发展规

划的目标，就产业升级、发展转型等问题建言

献策。

廖仁斌代表： 低速宽带不利和谐发

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

廖仁斌表示，虽然我国宽带用户数已经是全球

第一，但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我国互联网

网速排名全球第 71位，为此，他建议要把宽带

作为国家战略来建设。

据廖仁斌介绍，目前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宽

带网络的重要性，纷纷启动国家宽带发展战略。

相比之下，廖仁斌认为目前国内宽带的现

状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我国互联网网速平

均仅为 1.774M，排名全球第 71 位，无论是宽

带速率还是宽带家庭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

都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我国宽带发展严重不

平衡，东部的宽带市场份额比中西部宽带之和

多，东部的家庭宽带普及率比中西部的高出较

大的比例，这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和谐

发展。 （程鹏）

文花枝代表： 大力开发黑茶鼻祖渠

江薄片

普洱茶名扬天下，和普洱茶同属一个茶系

的黑茶在国内却知之甚少。 如何打造湖南的黑

茶品牌，全国人大代表文花枝建议，湖南应当出

台茶业行业标准，全力打造和保护黑茶品牌，渠

江薄片作为安化黑茶最早的形态，应大力开发，

从文化遗产角度对其加工工艺进行申遗。

文花枝在安化调研黑茶时发现，渠江薄片

应该算是安化黑茶最早的形态， 但失传于明

代，后来是湖南的茶业专家根据历史记载重新

发掘、恢复了这种茶。 如今名望黑茶茶叶基地

正在挖掘和开发失传的渠江薄片，使得这一濒

临消失的古老工艺得以传承。现在名望公司已

在安化的渠江沿岸开发了渠江薄片黑茶基地。

她说，目前像安化千两茶、益阳茯砖茶的制作

工艺都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渠江

薄片作为黑茶鼻祖，更应该列入，并加大保护

力度。 （刘伟丹 杨志鸿）

董明珠代表： 完善废旧电器回收利

用机制

随着电子产品和家电产品更新速度的加

快，大量进入淘汰期，虽然今年来废弃电器电

子处理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行业起步

较晚，相关主管部门对具体处理方式、标准的

要求一直没有明确，相关条例规范对职责划分

也不够明晰。因此董明珠建议完善废旧电器回

收利用机制，建议政府针对回收系统出台强制

性政策，加强各方责任，通过回馈方式鼓励全

民参与，以此来建立和完善回收体系。 她同时

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 加强监督管

理。 （钱玮珏）

———人大代表建言科技发展

一旦出现核与辐射突发事件， 公众

可采取必要的自我防护措施。 1、选择就

近的建筑物进行隐蔽， 减少直接的外照

射和污染空气的吸入。 关闭门窗和通风

设备（包括空调、风扇），当污染的空气过

去后，迅速打开门窗和通风装置。 2、根据

当地政府的安排，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

现场， 避免撤离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

用。 3、当判断有放射性散布事件发生时，

应尽量往风向的侧面躲， 并迅速进入建

筑物内隐蔽。 4、用湿毛巾、布块等捂住口

鼻，进行呼吸道防护。 5、若怀疑身体表面

有放射性污染， 可采用洗澡和更换衣服

来减少放射形成污染。 6、听从当地主管

部门的安排， 决定是否需要控制使用当

地的食品和饮水。 出现核与辐射恐怖事

件，公众要特别注意保持心态平稳，千万

不要惶恐不安。

春暖花开时节， 记者来到华容县胜峰乡

茶场，一树树碧绿的茶树，嫩黄的芽儿正竞相

吐放，忙碌的茶农笑靥如花———幸福的季节，

他们又将收获一树树的惊喜。

回想 6 年前，那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春天。

胜峰乡茶场由于茶叶质量和市场的原因，茶

叶堆积如山，茶农愁上心头，生活难以为继！

关键时刻，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默默放弃

机关的优越生活， 背起行囊进入了这片偏僻

的土地。他就是现任胜峰乡茶场党支部书记、

场长毛红彪。没有豪言壮语的就职演说，没有

激动人心的承诺。正式上任后，他便悄悄地北

上武汉，南下长沙，请教茶叶专家和调查茶叶

市场。

很快，提升茶叶品质的“战斗”在茶场如

火如荼地展开！ 停止施用农药、化肥，改用生

物治虫和有机肥，一项项向传统宣战的措施，

在茶农中遭遇到了强大阻力。 毛红彪带领他

的团队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茶农家中，苦口

婆心与他们沟通。鸡粪运到茶山后，茶农拒绝

使用， 毛红彪带领场部负责人忍着扑鼻的恶

臭，亲自示范，一家家地为茶农义务埋施。 精

诚所致、金石为开，茶农慢慢地接受了他的做

法。 为了拓展市场，毛红彪背着茶叶样品，当

起了“销售员”，到处宣传茶场的茶叶，并注册

了商标。

6 年过去了， 如今胜峰茶场的茶叶每年

市场上都供不应求， 茶农的生活也一年比一

年好，年均纯收入较 6 年前翻了一番。

日本着力应对核辐射

3 月 13 日，在日本郡山的一个紧急避难所，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检查从福岛第

二核电站附近撤离的民众是否遭辐射影响。受 11日大地震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随后１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日本政府把福岛第一核电站人员

疏散范围由原来的方圆 10公里上调至方圆 20公里， 把第二核电站附近疏散范围由 3

公里提升至 10公里。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日本正从两座核电站附近转移 17 万人。

新华社发

春吐幽兰入茶香

本报记者 王晴

链接：

如何防止被核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