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上午，邵阳市大祥区
举行循环经济示范区企业产品现
场考察推介会，邀请了该市部分房
地产开发企业、 建筑施工企业、建
筑研究设计院的负责人现场考察
了新型墙体材料、新型建筑装饰装
修材料等20个绿色建材产品。

2013年批准成立的大祥工
业集中区规划面积3.19平方公
里， 它是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新型建材等产业为主的特色
综合型工业集中区。其中，循环经
济示范区主要以宝庆煤电为龙
头， 加大废气废渣的再开发和再
利用， 大力发展循环产业和低碳
经济， 先后引进了云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浩环保建材
有限公司、 湖南盛昶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邵阳宝晟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等循环配套项目。 目前工业
集中区建成面积1.22平方公里，
现有注册企业67家，现已初步建
成以云峰水泥、凯浩环保、盛昶科
技、 宝晟环保为代表的环保建材
产业集群。

大祥区举办此次企业产品现
场推介会， 主要目的是为建材建
筑行业供需双方提供一个合作交
流平台，让企业之间、企业与院所
之间“成亲戚、结对子、搞合作”，
共同探索实践一条建材生产、建
筑设计、 建筑施工一体化的创新
合作之路， 引导建材建筑行业向
利废、节能、环保、低碳方向发展。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通讯员 吕海平 胡晓建

邵阳市大祥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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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南 省教 育 考试 院
2016年高招工作安排，本科一批
征集志愿将于7月21日开启。

记者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
戈学院获悉，该院林学、电子信息
工程、金融学、会计学四个本科专
业有部分征集志愿计划，湖南省一
本控制线上未录取和一本线下20
分以内的文理科考生可于7月21日
填报班戈学院（院校代码：4397）。

班戈学院各专业与英国班戈
大学所用教材相同， 课程体系相
同， 教学进度相同， 考核标准相
同，质量监控相同；学生不出国门
也可获得中英双文凭。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专业
是国家重点学科。 班戈大学是英
国最早开设林学专业的大学，该

校林学专业有近130年的办学历
史， 其林学专业课程得到权威机
构———国际特许林业工作者协会
（ICF）认证。就读于班戈学院林学
专业的学生，国内学习期间，成绩
合格， 每年可获得一万元的专业
奖学金；赴英学习，成绩合格，每
年也可获得英国班戈大学提供的
2000-5000英镑奖学金。

据2008年RAE评估，班戈大
学电子工程专业全英排名第二；
该专业着眼于光电设备系统和
有机电子产品的教学与研究，其
课程获得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
ET）认证，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
评价报告（2014）》中的电子信息
产业概念基本一致。

■记者 袁礼成 通讯员 程含林

中南林科大班戈学院 家门口的国际教育

7月11日，长沙十名幸运观
众携带一名成人家属来武汉一
日游啦！

早上八点乘上高铁， 经过
一个半小时到达武汉站， 转乘
大巴到味好美公司， 大家受到
了热烈的欢迎。

首先参观了味好美武汉工
厂鸡膏车间， 透过参观走廊的
玻璃， 大家看到工人正在将整
鸡倒入解冻槽。 车间负责人介
绍道：“大桥鸡精的生产采用鸡
肉作为原料，鸡肉都是去头、去
爪的整鸡， 保证了鸡肉的品
质。”随后大家参观了味好美公
司的仓库， 现代化的仓储设备
是优质产品上市的保证。 来自
长沙望城的朱先生表示， 他是

在2015年大桥鸡精的一次活动
中拿了两包大桥鸡精的小样回
去试用后爱上大桥鸡精的。这
次他很幸运的中了一日游的大
奖， 带上太太到味好美公司参
观， 现在他不只是爱上了大桥
鸡精的美味，更是爱他的营养、
健康、安全。

接着大家来到了味好美体
验馆， 黄馆长介绍了味好美公
司的概况， 以及大桥鸡精的发
展历史。

午餐时间体验馆为大家准
备了回锅牛肉、糖醋排骨、糍粑
鱼等丰富的菜品，还特意准备了
湖南人的最爱剁辣椒。在品尝美
食的同时，刘大厨介绍了菜品的
做法，大家都表示好吃，调味料、

盐、油的分量把握精准，并且在
自己的朋友圈晒出美食，告诉家
人自己在味好美公司吃得非常
健康美味！

下午大家登上了“天下江
山第一楼”的黄鹤楼，感受了黄
鹤楼的雄伟壮丽， 站在黄鹤楼
上远眺长江大桥， 对望龟山的
美景。

经过一天愉快的游览，用过
晚餐后，大家乘高铁返回长沙。

品“大桥”味·登黄鹤楼精彩大放送

本报7月18日讯 父亲过
世，女儿作为寿险唯一受益人，却
被继母领了7万多元理赔款，继母
还声称这笔钱用来还父亲生前的
债务。19岁的少女婷婷状告继母
不当得利， 要求返还这7万多元，
近日株洲攸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了这起纠纷案。

婷婷的父母多年前离婚，父
亲再娶。

2015年9月，父亲因病去世。
父亲生前买了寿险， 指定婷婷为
唯一受益人。

几个月后， 继母张某借故找
婷婷要了身份证， 并且伪造签名
向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 而保险
公司在接到理赔申请后， 没有向
婷婷进行核实， 也没有送达和告
知任何理赔通知，就将7万多元理
赔款转入继母的账户。

婷婷得知此事后， 找张某要
这笔钱。张某虽然承认领了钱，但
不愿给婷婷， 声称要还婷婷父亲

生前欠下的债务。
近日，攸县法院民二庭审理

后认为，本案中，婷婷父亲在投
保时指明了受益人，张某领取并
占有受益人应享有的保险金属
于不当得利，故判处张某向原告
返还保险金70038.34元。

根据相关规定， 人身保险
金能否列入被保险人的遗产，
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指定了受
益人。

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应付
给受益人； 未指定受益人的，被
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
作为遗产处理，可以用来清偿债
务或者赔偿。 婷婷作为受益人，
在事故发生后， 有权取得保险
金，这部分保险金不是被保险人
的遗产，不能被继承，且在未经
婷婷同意的情况下，不能用来偿
还被保险人生前债务。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聂蓓
实习生 杨文亮 吉敏

旭哥走了，警务通电话仍不时响起
长沙57岁社区民警去世一个月，街坊仍留着他的“警民联系卡”

父亲7万多元寿险理赔款被领了
19岁少女状告继母不当得利

黄亚旭生前工作照。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张凯
彭保胜 通讯员 向波

为做好基层工作， 长沙57
岁的社区民警黄亚旭终因过度
劳累倒了， 离开了自己一直坚
守的岗位。7月18日， 记者来到
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 发现他
虽已走了1个月，但他的警务通
电话仍不时会响起， 就连警务
栏公示照片也仍挂着。

忍着疼痛坚守事故现场

黄亚旭从部队转业后从警
23年， 生前是长沙市公安局芙
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的一名社
区民警，每天都得处理街坊的大
小事，办理户籍、消防、治安、防
毒管控、纠纷调解等，工作相当
庞杂，因待人和善，处置妥当，街
坊们亲切地称他为“旭哥”。

6月15日晚上6点多， 黄亚
旭接到一条警情：定王台巷8号
由于暴风雨来袭导致一棵大树
倾倒并压住附近的高压电线及
居民房屋。 黄亚旭立即带辅警
赶至现场处置。

因天色已晚，有关部门来不
及清除倾倒的大树， 黄亚旭便带
着辅警在现场一直坚守至晚上21
时，直到险情基本排除，社区工作
人员抵达现场接手后才离开。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 黄亚
旭因放心不下又再次赶到事故
现场， 继续组织人员开展清障
工作。10时许，清障工作全面完
成， 同在现场处置的浏正街社
区书记唐秘发现平时十分注重
警容的黄亚旭手按腹部、 瘫坐
在一个水泥墩上，满头大汗，脸
色苍白，表情十分痛苦，便劝他
到医院去检查。 黄亚旭只是稍
微休息了一会儿， 便又带着警
务辅助人员到社区采集“三实”

信息去了。

“不能因为我影响整体社
区工作开展”

14时许， 黄亚旭在芙蓉区
定王台街道浏藩社区上门走访
过程中突感腹部疼痛难忍，大汗
淋漓，一同上门走访的同事马上
将此情况向所长、教导员电话报
告，并陪同黄亚旭到省人民医院
急诊科进行紧急救治。

诊断期间， 医生发现其大
便带血，怀疑是消化道方面的疾
病，要求留院观察。经过急诊治
疗，黄亚旭腹痛有所缓解，因病
发时出汗较多，全身湿透，便在
治疗间隙回家洗澡更换衣服。

“黄警官，您身体不适，要多
休息呢，咱们把明天的消防安全
检查调整到下个星期吧?”下午，
当唐秘得知黄亚旭正在医院留
院观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

“不能因为我影响整体社区
工作开展，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切按原计划进行，还是定在明天
吧!”黄亚旭坚定地对她说。

可万万没想到，17日一早，
大家等来的却是黄亚旭去世的
噩耗。凌晨4时50分许，同事驾
车将在医院打完吊针的黄亚旭
送回家。早上6时许，黄亚旭突
感不适，晕倒在家。6时33分，其
妻子黄婵拨打120急救电话。急
救医生赶至现场后， 立即对黄

亚旭采取抢救措施， 经抢救无
效，宣布死亡。

小区居民仍保留旭哥的
“警民联系卡”

“社区警务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处理警民关系， 社区民警
就要做辖区群众的贴心人。”黄
亚旭曾说过。

“像防火防盗宣传， 他每天
都会和我们叮嘱几遍，没跟我们
摆过官腔，很平易近人，也值得
人敬佩。” 个体户刘文军在浏正
街一带做小生意，即使黄亚旭已
去世1个月， 他手上却仍珍藏着
黄亚旭的“警民联系卡”。“旭哥
是我们辖区的保护神，也是我们
的及时雨。我们社区90％以上的
居民都留存着他的警民联系卡，
因为任何时候， 只要有困难找
他，他的电话就会在线!”

随后，记者来到黄亚旭生前
工作过的地方，在定王台派出所
和建湘路警务室的民警公示栏
上，他的照片仍然还挂着。采访
中， 黄亚旭妻子包里的手机响
了。“这是我爱人的手机，现在经
常有街坊打电话来找他，希望能
出面调解纠纷。”黄婵说。

他的同事在最后送别黄亚
旭时， 还专门为他买了件像样
的便装。“我们在他家翻了好
久，除了单位发的制服和皮鞋，
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