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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国内外专家齐聚郴州，共话矿物宝石之美

湖南发现“香花玉”，媲美和田玉
行业动态

湖南放开网络小贷公司注册
资金门槛为3亿元

5月19日，工作人员展示用香花玉雕制的艺术品。

本报5月19日讯 今日上午
9点，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高峰论坛在郴州
市温德姆酒店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在现场讲述了国内
外矿物、古生物化石、珠宝、博物
馆领域知识。
下午，在本次博览会新闻发
布会上， 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通
报了博览会的基本情况， 并详
细介绍了湖南再次发现新玉
种——
—香花玉，此外，还推介了
郴州3条精品旅游线路。

【现场】 国内外专家做科普
在论坛上，美国阿波罗17号
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博士、中
国科学院舒德干院士等来自国
内外矿物、古生物化石、珠宝、博
物馆领域的10位专家代表，围绕
“矿物化石的科学与美” 主题发
表了演讲。
曾经成功登月，并在月球上
做过地质考察的宇航员哈里森·
施密特博士在现场详细地向大
家介绍了他登月的过程和一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教
授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最新的研
究成果——
—人类最古老的远祖。
舒德干院士领军的早期生命研究
团队经过多年来对云南澄江生物
群的研究， 在国际上首次揭示出
脊椎动物、头索动物、尾索动物、

棘皮动物、 古虫动物等后口动物
亚界几乎所有门类的原始代表，
进而首次构建了完整的早期动物
树框架图， 为人类探索早期远祖
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基础证据。
此外， 还有来自奥地利、蒙
古、印度等多位专家学者就各自
所在领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新品】 湖南发现香花玉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地勘
处处长王礼尧向现场媒体记者
详细介绍了湖南新发现的玉
种——
—香花玉， 郴州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王卫东则介绍了本次博
览会的基本情况，并透露第六届矿
物博览会将于2018年5月召开。
据王礼尧介绍，2016年5月，
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在临武
县香花岭地区发现新的玉石资
源，经鉴定为透闪石质玉，这是
继我省通天玉之后的又一重大
发现，也是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加
快地质勘查转型的又一重大成
果。此外，省内知名宝玉石专家
根据其产地及宝玉石特征，将其
命名为“香花玉”。
据悉， 香花玉色泽 沉稳 浓
艳、质地细腻温润，以原生山料
居多，体量大，玉质好，少绺裂，
以青色、墨绿色为主，色相庄重，
韧性极强，质感细腻，是加工制
作玉器的高档优质原料。

记者 郭立亮 摄

延伸阅读
香花玉是
如何形成的？
香花玉的形成是由
于岩浆岩上侵，与钙、镁
质碳酸盐接触， 交代形
成的。 其形成过程十分
复杂， 交代作用早期主
要形成透辉石等矿物，
然后， 这些矿物被继续
交代， 形成了透闪石—
阳起石为主的香花玉。
香花玉主要呈青色，具
有一定的透光性， 玉石
质地较为细腻， 都是由
于香花岭地区特殊的成
矿条件造成的。
湖南省地质测试研
究院通过分析测试表
明， 组成该玉石的主要
矿物为透闪石及阳起
石，纤维交织结构，与和
田玉宝玉石特征极其相
似。 湖南省地质科学研
究院发现， 香花玉产于
接触交代型玉石矿床，
富含 钙 、镁、铁 等元 素 ，
矿化带宽0.5m~2.5m，平
均宽约1.5m。
■记者 黄文成 潘显璇
实习生 安可 黄灿

大自然家居助力希望小学改造

5月15日， 大自然家居助力
包括王平仲在内的拥爱设计公益
组织， 走进湖南省桑植县九天洞
苗圃希望小学， 对学校师生进行
实地探访。在此次探访中，王平仲

等人及大自然家居等爱心公益企
业就设计方案进行了深度交流，
并与施工方一起商量解决校舍
阴暗、潮湿和霉变的改造方式。
作为爱心地板的供应商，大
自然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自然
地板细分产品能应对潮湿霉变的
环境挑战， 其采用spc环保材料，
不仅防潮防腐防滑抗菌，而且材质
柔软，适合多水空间和户外地面的
铺设，全方位保护孩子的安全。
拥爱设计公益计划致力于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教学环境的
改善，而本次九天洞苗圃希望小
学改造项目， 是大自然家居继
“有态度的设计” 原创设计师沙
龙徐州站和南通站后，与王平仲
的第三次牵手。
据悉，为了不妨碍学校的正
常教学，该改造项目决定分阶段
进行改造，预计6月份开始，利用
学生的暑期时间， 先从厨房、餐
厅和厕所开始第一阶段的改造。
（经济信息）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记
者从湖南省政府金融办官网了
解到， 湖南于近日发文对我省
网络小贷业务进行了规范，放
开了网络小贷公司的注册，明
确提出申请开展网络贷款业务
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低
于3亿元人民币。
所谓网络小贷， 是指小额
贷款公司在网络平台上获取借
款客户， 综合利用网络平台积
累的客户经营、消费、交易以及
生活等大数据信息， 或运用即
时场景信息分析客户信用风险
和进行预授信， 在线上完成贷
款申请、风险审核、贷款审批、
贷款发放和贷款收回等全流程
的贷款服务。
湖南省金融办于5月17日
发布的 《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网络贷款业务监管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指引》）指出，小额
贷款公司开展网络贷款业务，
应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小额
贷款公司监管规定，发挥“互联
网+信贷” 具有的简单方便、快
捷高效等优势， 有效缓解湖南
省内“三农”、小微企业和个体

创业群体的资金需求。
其中，申请开展网络贷 款
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除应具
备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一般
性条件外， 其注册资本3亿元
(含 )人 民币 以上 ， 并 有 专 职 人
员负责网络平台安全，技术负
责人应有3年以上计算机网络
工作经历， 具有相关专业资
质。
对已批准开展网络贷款业
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新增网络平
台和贷款产品， 应有不少于15
天的试运营期。 小额贷款公司
终止全部或部分网络平台的网
络贷款业务的， 应于终止前30
日内向县、市、省三级政府监管
机构报备。
《指引》还强调，开展网络
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所
有的资金来源必须先进入唯
一的贷款专用账户后方可使
用， 并于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
向注册地所在的县级政府监
管机构提供开户银行出具的
公司专用账户上月的资金流
水明细。
■记者 潘显璇

冰岛天然泉水“抢滩”湖南市场

冰岛驻华大使司迪方先生一
行与冰岛天然泉水中国代理商进
行交流。
记者 童迪 摄

5月19 日 上 午 ， 炎 热 一 周
的长沙下起了丝丝小雨，气
温凉爽宜人。 位于湘府中路
的冰岛天然泉水湖南总代专
柜也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
人——
—冰岛驻华大使司迪方一
行。据悉，5月18日，由冰岛共和
国大使馆、 长沙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2017长沙——
—冰岛
企业对接会”在长沙举行，冰岛
驻华大使司迪方携夫人Birgir
Nyborg以及五家冰岛在华企
业出席。
“现在的中国，健康产业做
得如火如荼， 冰岛作为世界上
著名的健康国度，阳光、空气、
水都是宝贝，我们希望通过优
质 的 产 品 为 健 康 中 国 助 力 ！”
冰岛驻华大使司迪方表示，希
望在海洋食品、 生物医药、交
通旅游等方面，与长沙企业对

接交流。
据介绍，冰岛因其火山、温
泉广布， 水资源丰富也被称为
“冰与火之国”，空气、土壤和水
都高度洁净， 是许多知名企业
的水源基地。在对接会现场，冰
岛天然泉水宣布正式启动长沙
市场， 致力于为长沙的高端商
务、 政务人士提供面向家庭消
费的高端用水。
对长沙市场以及湖南市
场的前景，冰岛天然泉水中国
总代理、北京华尚园公司总经
理辛 志 强 表 示 十 分 看 好 。“目
前我们主要通过与母婴品牌、
茶馆、 酒品牌、 高端进口超
市， 以及家庭采购等各个渠
道 ，在 全 国 进 行 推 广 ， 希 望 到
今年年底销量在一万多箱左
右，搭建冰岛天然泉水的销售
平台。”
据介绍， 一瓶500毫升装
“冰岛天然泉水”目前售价为10
元人民币左右。 在目前的中国
市场上， 相对偏高。“产地无污
染，品质纯正，运输路程远，”辛
志强的解释简单明了，“我们将
水直接灌入瓶中， 没有任何的
加工处理，直到瓶盖被打开，全
程不被任何人或动物直接接
触。”
（经济信息）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邓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