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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被开除党籍
福建省纪委监察厅7日发布通报，福建

省广播影视集团原党组书记、 董事长舒展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据新华社

长沙县试点PPP模式融资
6日，长沙县举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简称PPP)示范项目推介会，21个
项目总投资约408亿元。 ■记者 吕菊兰

刘铁男受贿一案10日公开宣判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4年12月10日9时30分公开宣判被告
人刘铁男受贿一案。 ■据新华社动政务 态

12月7日，中国和巴西联
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04星
在太原成功发射升空。当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
罗塞夫互致贺电。

北京时间7日11时26分，
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四号乙
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
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
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00次发射。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
把载人飞船、月球探测器、北
斗导航卫星等250余颗国内
外航天器成功送入太空，我
国航天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立
自主、创新超越的发展道路，
运载火箭的可靠性、 安全性
和发射测控能力均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据介绍，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研制生产，实现第一个100次

发射， 从1970年到2007年历
时37年；第二个100次发射仅
用了7年。44年间，我国运载火
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串联到
捆绑、从常温推进剂到低温推
进剂、 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
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
船和月球探测器的重大跨越，
研制形成了长征一号、 二号、
三号和四号4个系列13种型
号的运载火箭，成为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高科技产品。

目前， 我国航天发射任
务组织管理能力、 综合性试
验能力、高密度发射能力、国
际商业发射服务和开展国际
航天合作能力不断提高，满
足发射低、中、高不同轨道、
不同类型航天器的需求，形
成了多星多箭并行测试、快
速发射评估、快速射后恢复、
快速状态转换、“零窗口”发
射等核心技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200次发射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发射成功 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实现运载火箭
200次发射的国家。可靠性
不断提高。”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研制单位的现任掌门
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
事长雷凡培说。

雷凡培告诉记者，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第二个100
次发射仅历时7年， 成功率
98%，高于美国和俄罗斯。

近年来， 火星探测已
成为航天领域的热门话
题。“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已完成论证工作， 任务
工程目标是通过一次任务
实现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
探测， 获取自主火星探测

科学数据， 实现深空探测技
术的跨越。”雷凡培说。

雷凡培透露， 火星探测
器计划于2020年前后由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发射场
发射入轨， 直接送入地火转
移轨道。

此外， 我国还规划了重
型运载火箭的发展构想，重
型运载火箭的箭体直径将达
到9m级，火箭全长近100米，
起飞质量达到3000吨， 是满
足未来载人登月、 大规模深
空探测任务的基础。

雷凡培透露， 将用15年
左右的时间完成重型运载火
箭研制，2030年左右实现首
次飞行。 ■据新华社

时间表
火星探测器2020年前后发射入轨
2030年左右重型运载火箭实现首飞

针对近期舆论强烈关
注的湖南桃源铝厂污染事
件，记者7日获悉，桃源县确
认创元铝业废渣处理存在
问题， 将督促其做好整改。
湖南省环保厅等各级环保
部门已介入开展深入调查。

据了解， 当地有群众
反映，创元铝业自2003年4
月首条生产线投产以来产
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给周
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村
民用被污染的水灌溉后，
“水稻严重减产，蔬菜等农
作物也长不活”，下游“十
几个人先后得了癌症死
去，还有很多人身体虚弱，
全身酸疼无力， 却查不出

什么病来”。 相关图片则显
示， 卫生防护区内生长的植
物果实因为遭到污染， 外形
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桃源县7日称，湖南省环
境监测中心和常德市环境监
测站随机取样监测数据、厂方
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显示，该厂
“废气、 废水排放符合或优于
国家标准”。但废渣处理方面，
创元铝业存在三大问题：一是
该企业电解铝废料填埋场建
设与环评报告不符，企业未按
环评要求施工。二是填埋场未
建设固化处理设施，未按要求
对废渣进行预处理后填埋。三
是大坝建设不符合环评要求。
废渣从坝尾开始堆存，存在安

全隐患。
据介绍， 桃源县相关部

门负责人已召开紧急会议，
就创元铝业环境污染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并成立由环保、
卫生、职防、农业、水利等部
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班子启动
相关工作。当地称将按照《环
保法》 的要求加强对创元铝
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管力
度，督促该企业搞好整改。同
时， 依法依规尽快完成卫生
防护距离内住户的搬迁。

另据了解， 环保部华南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湖南省环
保厅、常德市环保局均已介入
此事，将对企业污染情况进行
实地调查核实。 ■据新华社

生态

我省各级环保部门介入
桃源铝厂污染事件调查

历时4年编撰， 收录
2600多词条的《南京大屠
杀辞典》第一卷7日在南京
举行首发式。据悉，该书是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
划项目， 共分四卷收录
8000多词条， 是我国第一
部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辞书，2015年前四卷将全
部出版。

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7日， 由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史研究会和南京出版社，共
同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等众多科研与档案部门，以
及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
等10余个国家的60多位专家
学者参与， 共同编撰而成的
《南京大屠杀辞典》。 正文采
用辞典条目式结构， 内容依
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分为一、
二、三、四卷。第一卷为“大屠
杀前”，包括历史背景、日机
轰炸南京与南京空战、 日军
攻击南京、 南京安全区及难

民营成立、南京保卫战、南京
沦陷等六部分内容。

据编者之一、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前研究员戚厚杰
介绍，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
屠杀犯罪与性暴力犯罪是这
部辞典的主要内容。 日军的
抢掠、 焚烧与毁害的内容在
辞典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
右翼多次发表否认南京大屠
杀的谬论， 甚至对幸存者进
行诬陷。”

■据新华社

《南京大屠杀辞典》首卷出版
全面披露日军屠杀与性暴力犯罪

发布

本报12月7日讯 哪些民办幼儿园靠
谱又实惠？今日，长沙市教育局公示长沙
市2014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结果，最
终认定雨花区万婴鄱阳幼儿园等515家幼
儿园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赶紧看看哪所
幼儿园离你家最近吧（名单可登录长沙教
育信息网查询）。

515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分为四个等
级。其中一级园为8所，分别是：岳麓区望岳
街道联美幼儿园、 雨花区丁丁晓杜鹃幼儿
园、岳麓区华夏之星幼儿园、雨花区万婴鄱
阳幼儿园、岳麓区金和幼儿园、高新区金色
童年幼稚园、岳麓区望月湖幼儿园、高新区
英伦幼儿园。二级园也是8所，分别是：开福
区开心果花城幼稚园、 雨花区万婴鑫天鑫
城幼儿园、岳麓区繁星望兴幼儿园、雨花区
华婴幼稚园、岳麓区世纪福娃幼儿园、长沙
县黄花中心幼儿园、 雨花区万婴五一幼儿
园、宁乡县金砺幼稚园。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何亮

教育

本报12月7日讯 泰国曼谷诗丽吉王
后国家会议中心，随着湖南安化黑茶千两
号子《龙之舞》登台亮相，雄浑、激越的乐
曲声中，“湖南文化走进泰国”开幕式暨文
化旅游推介会6日正式拉开帷幕。

好戏连台，高朋满座。泰国副总理威
萨努·克安，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许又声，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大使宁赋
魁，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会委员
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 泰国文化部副次
长詹素达·拉蓬达蒙以及泰国商界、 文化
界、旅游界知名人士和湖南有关方面负责
人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开幕式之前， 许又声陪同威萨努·克
安等参观了“湖南文化走进泰国”文化产
品展厅。湘资沅澧，人文荟萃。富丽堂皇的
展厅， 分为“绣”、“茶”、“瓷”、“影”、“书”、
“画”等6个专题展，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
享誉海内外的“湖南文化现象”。

开幕式上，许又声、威萨努·克安、宁
赋魁、詹素达·拉蓬达蒙等先后致辞，盛赞
泰中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与
独特魅力。

整个活动在快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主题活动中穿插了湖南常德丝弦《生在潇
湘多自豪》、土家打溜子等节目，还欣赏了
湖南旅游宣传片，推介了湖南旅游产品。

■记者陈惠芳

文化

芙蓉学子精英成就计划
百万元助力公益实践

本报12月7日讯 昨天上午， 由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
处、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与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推出的“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首届芙蓉
学子精英成就计划” 训练营在长沙开营，
来自全省21所本科院校的100个获资助项
目的大学生团队负责人参加了训练营。

据悉，首届活动将主要支持湖南省内
在校大学生扎根社区持续开展公益服务，
为社区带来有益改变。经高校自评及专家
评审最终确定的100个获资助项目， 每个
项目将获得1万元以内的资助， 各公益项
目实施周期为5个月。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朱新根

奥巴马“烧心”
离开白宫就医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6日因喉咙疼痛在一家军
事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他的
医生说，这一症状由“烧心”，
即胃灼热引起。

奥巴马的医生龙尼·杰
克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
（奥巴马）的症状与胃酸倒流
引起的软组织发炎一致，将
接受对症治疗。”

奥巴马6日前往位于马里
兰州贝塞斯达市的沃尔特·里
德陆军医疗中心接受检查。光
纤检测结果显示，他的喉咙发
炎、肿胀。多名医生决定对他
进行电脑断层扫描（CT）。

杰克逊说：“电脑断层扫
描结果正常。”他没有说明引
起奥巴马胃灼热的原因。

■据新华社

奥朗德突访俄
机场会普京

法国总统奥朗德6日从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返
回巴黎时经停莫斯科， 与普
京在伏努科沃机场的一个会
客室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双
方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一
定共识。

分析人士认为， 在乌克
兰危机久拖不决、 俄在美欧
制裁与孤立下处境艰难、法
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
大背景下， 奥朗德此次出人
意料地突访俄罗斯可谓“正
当其时”，俄法双方都从中受
益， 对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也
将有所帮助。 ■据新华社

观天下

湖南文化旅游走进泰国

长沙公示515所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