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谢古 张进华 何超南
李小华） 11 月 25 日， 资兴市高码乡文昌阁
村养猪大户李爱平的猪场一天出栏了 230
头肥壮的大肉猪，老李喜滋滋地说，搭帮科
技特派员送资金、送技术，猪场现在每年可
出栏生猪 800多头，纯收入达 100多万元。

今年该市安排科技特派员项目扶持经
费 180 多万元， 用于科技特派员的创业行
动。 对乡土人才、自主创业型科技特派员，按
工作成绩每年给予一定奖金。 此外还建立了
科技特派员服务 110 制度，印发“农业科技
特派员为民服务卡”1 万张，把农业科技特派
员的服务对象、 联系方式发送到全市 27 个
乡镇 277 个行政村。 以“科技特派员 + 合作
社 + 农户”的模式组建了东江梨、东江蜜橘、
东江名贵鱼养殖和狗脑贡茶等 158 个科技
示范基地，形成了以省市乡村四级科技特派
员为主体的服务农村农业发展，带动创业就
业服务的长效机制。

目前，各级科技特派员共培训农民 12.8
万人次，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322 项，引进新
品种 154 个，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69 个，通过
科技示范基地带动，预计今年农民人均增收
可达 600 元。 今年该市喜获“全省科技特派
员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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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拟立法保护森林植物园
本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刘也） 植物

园是珍稀植物迁地保护的重要场所，是战略性
植物资源的储备库和保存库。11月 26日，省第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分组审议《湖
南省森林植物园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加快建设“绿色湖南”，
立法规范我省森林植物园的规划、建设、保护
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我省地处热带与温带之间，适于各种植物
繁衍，植物物种资源丰富。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 城区早已没有了原生植被，城
市周边的野生植物种群迅速退化， 我省 5000
多种植物种类面临着很大威胁，有约 10%的植
物处于濒危状态， 一些品种甚至已经消失，生
物多样性受到严峻考验。 目前，我省只有长沙、

郴州、南岳 3 个植物园，而且现有植物园的维
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为加强对森林植物园的保护，《条例 (草
案)》规定，将森林植物园发展作为公益性事业
予以扶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少森林
植物园面积或者改变林地用途。 森林植物园应
当做好园内植物资源的迁地保育工作，对引进
的珍惜、濒危等保护植物实行重点保育。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向社会公布森林植
物园外围保护地带，在森林植物园及其外围保
护地带内建筑物、构筑物的布局、高度、体量、
造型和色彩等，应当与森林植物园的景观和环
境相协调。

植物园是对植物进行引种驯化、 迁地保
育、科普教育和开发利用的场所，它与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在功能上有着
明显区别。 植物园设立的条件直接决定着植物
园建设标准和发展方向，因此，应提高植物园
设立的准入门槛，防止各地过多过滥设立植物
园，造成资源浪费。

《条例(草案)》规定，设立森林植物园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 符合全省森林植物园发展规
划，具有区域性植物种质资源或者具有重要科
学研究价值的植物种质资源; 具有植物引种驯
化、迁地保育工作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科研能
力和科技水平;具有活植物收集、保育、展示的
固定区域和适宜环境，能够实现园内主要功能
分区建设;国有土地、林权，权属清晰，界址明
确，无权属争议;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日前，湘潭市
“先进矿山运输及安全装备产业集群” 获批
全国“创新型产业集群”首批试点，成为湖南
省唯一一个试点城市，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湘
潭市矿山装备产业的技术进步，带动和辐射
周边地市矿山装备转型发展。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为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展组织实施

“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拟每年对每个
试点集群支持 2000-3000 万元，连续三年滚
动支持，由集群试点单位组织项目申报。

湘潭市是全国最早生产矿山装备的重
要工业基地，矿山装备产业已成为该市经济
的一大支柱产业。 2010年，全市矿山装备产
业实现产值已达 120亿元。 目前已拥有湘电
重装、中冶京诚、平安电气等矿山运输及安
全装备制造企业 130 多家，核心技术专利总
数达 100 多项，主导产品全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部分产品还填补了国内空白。

湘潭矿山装备产业
集群获批国家试点

本报讯 （通讯员 尹文辉 单祖华） 日前
召开的科技部论证会透露，“国家重金属污染
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布局湖南，“有色金
属资源基地重金属减排与废物循环利用技术
及示范” 等一批国家科技项目通过专家论证，
有望获得立项实施。围绕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治理，今年我省新获科技部立项支持经费再创
新高，有望突破 1.7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国家
和省科技经费投入还要多。

为加快提升重金属污染防治科技水平，科
技部去年在长沙组织召开了“湘江流域重金属
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 邀请了包括多位院士
在内的 20 多名国内重金属污染治理专家，为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献计献策。 今年 3
月，省政府与科技部在北京召开第五次部省会

商工作会议，将“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纳入部省
会商的重大议题。“重金属冶炼和造纸废水深
度处理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湘江流域冶炼
重金属污染物减排与利用关键技术及示范”等
一批项目先后获得科技部立项支持。“株洲清
水塘典型冶化工业区固体废物梯级利用产业
链关键技术开发”、“湘潭竹埠港工业区减排关
键技术与工程示范”等一批省科技重大专项同
步实施。

11月， 围绕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省
科技厅组织省内有关单位，联合国内优势科技
力量， 向科技部申报的一大批项目受到青睐。
“铅锌重金属清洁冶炼关键技术”、“大型矿产
基地生态恢复技术与示范”等项目被科技部纳
入 2012年项目实施计划。

科技部支持我省经费再创新高

本报讯（通讯员 张彬） 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近日在长沙
联合举办助农取款“村村通”电信服务协议
签字仪式。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大惠
农投入， 协助各金融机构在 2012 年底前实
现助农取款服务覆盖所有“零金融机构乡
镇”。

助农取款服务是指银行卡收单机构在
乡（镇）、村指定合作商户服务点布放银行卡
受理终端，向借记卡持卡人提供小额取现和
余额查询的业务；同时，实现限额转账、刷卡
缴税、公用事业缴费等其他业务。 实践证明，
此举能基本解决农村地区“取现难、刷卡难”
等问题。 湖南电信透露，签约后将与金融机
构深化合作，利用遍布全省城乡的信息化服
务网点进一步发挥作用，还将把全省助农取
款服务电信通讯费（注：该费用由商户服务
点承担）统一下调为“每月 5 元包干”，锁定
业务运营成本，减轻农民朋友负担。

据悉，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于去年 7
月启动助农取款服务，湖南农行、邮储银行、
农信社、银联等金融机构参与，现阶段主要
在“零金融机构乡镇”和“新农合”、“新农保”
覆盖地区推广。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72%的
“零金融机构乡镇”开展这一工作。

助农取款服务
明年底“全覆盖”

新宁县飞仙桥乡岩口冲村是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近年全村种植柑橘脐橙总面积
1660 亩，年产量突破 250 万公斤，总产值达到 750 万元，人均年柑橘脐橙收入 1.58 万元，
创全县果农人平收入之最。 图为村民们喜摘优质“南丰蜜橘”。 郑国华 邓莉君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石林荣） 花垣县铅锌
矿勘查工作近期取得重大进展，新发现超大
型铅锌矿田，远景资源储量达 1000万吨。

据了解，在花垣矿田新发现的铅锌矿由
7个矿段组成。 其中资源储量在 300 万吨以
上的超大型铅锌矿床有 3 个。 此次勘查，钻
孔的见矿率在 80%以上，新发现的铅锌矿品
位在 1%-3%之间，最高可达 7.59%，矿层厚
度在 2-15 米之间，投入产出的性价比高，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

花垣发现
超大型铅锌矿

资兴特派员
为农民送“金钥匙”

本报讯（通讯员 冯芳芳 颜小平） 近
日，中国风电集团在我省海拔最高的炎陵县
下村乡神农峰， 建成一台高达 70 米的风力
发电测风塔。 这意味着我省海拔最高的风力
发电项目———神农峰风电场项目进入实质
性开发阶段。

神农峰位于湘赣边境地区炎陵县下村
乡田心村， 海拔 2122.35 米， 为我省第一高
峰。 它与江西最高峰南风面为姊妹峰，两峰
相距约 100 米，相互呼应，南北气流通过时
能产生很大的增速效应，使得该地区风能资
源相当丰富。 中国风电集团神农峰风电场项
目是今年 8 月签约的，总投资 10 亿元，总装
机容量 5 万千瓦。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省
东南地区清洁能源重要战略基地， 为长沙、
株洲、衡阳、郴州提供丰富的清洁能源。

神农峰风电场
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