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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3日讯 省委、
省政府日前通报表彰了湖南
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 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
家。湖南师范大学一举获得优
秀成果奖15项、获评优秀社科
专家3人，一等奖、二等奖数量
及获奖总数均居湖南首位，连
续两届领跑全省。该校欧阳峣
教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社
会科学专家”， 这是自2009年
该称号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
殊荣者。

【研究成果】
服务于经济文化发展战略

记者获悉， 此次共有99项
成果获评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湖南师大获
奖成果主要涉及著作、 论文两
大领域。其中，蒋洪新教授与郑
燕虹教授的系列著作《庞德系
列研究》、 蒋冀骋教授的著作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
刘铁芳教授的著作《什么是好
的教育： 学校教育的哲学阐
释》、 郑大华教授的系列论文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
涵之形成与演变研究》 及蔡骐
教授的系列论文《互联网语境
下的传播与文化》获得一等奖。

而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
会科学专家5人，其中3人来自
湖南师范大学，分别是欧阳峣
教授、李育民教授、赵炎秋教
授。作为全省首位“有突出贡
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欧阳峣
教授长期研究大国经济发展
理论与战略问题，在国内外形
成了一定学术影响力，他先后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30多项。

该校社会科学处处长杨合
林介绍， 这些优秀社科专家虽
研究领域各有不同， 但都能瞄
准国家、 地方急需， 服务于国
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同

时有学术创新，有新的开拓。

【学科建设】
各重点学科每年300万

事实上， 社科成果收获颇丰
与该校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
视分不开。据介绍，将哲学、中国
史、 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 法学遴选为学校一流学科重
点建设学科，每个学科年投入300
万元建设经费， 旨在建设一批在
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社会科
学优势学科。

目前，该校拥有伦理学、英语
语言文学、中国史3个文科国家重
点学科，有15个省级重点学科，数
量均居省内高校首位。 该校先后
两次（2012、2016）实现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全覆盖，其中2016年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41项，
居湖南首位。

【创新举措】
给科研人员配“财务助理”

近日，一篇《“长江学者”能解
决世界性难题， 解决不了科研经
费报销的问题》引发众人关注。科
研野外考察没有发票如何报销？
经费管理政策不熟悉、 报销程序
繁琐、手续复杂该如何办？杨合林
坦言， 要真正释放社科研究人员
创造活力，就必须为科研人员“松
绑”、“减负”， 让他们不把时间精
力浪费在专业之外的事务上。

在湖南师大， 各个学院都设
有一位“科研财务助理”，他们在
教学科研一线提供“保姆式”服
务，无论是经费报销、票据审核，
还是预算编报、 经费管理，“财务
助理”都可以“搞定”。为了保证工
作效率， 该校管理部门向所有科
研人员承诺：“一切以科研工作为
中心”，“当天能办的事不过夜，当
场能办的事不挪窝”。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晏昱 粟用湘

本报5月23日讯 今天，由
长沙市天心区关工委、永州市江
华瑶族自治县关工委、天心区社
会禁毒协会联合主办的“学史明
理立德树人， 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 首场文艺汇演在明德天心中
学启动。至25日，该活动还将在湘
江剧院面向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
校和铜铺街小学的学生展演。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董劲

“敢享敢超越” 广汽传祺2017款
GA8长沙上市发布会于5月20日在泊富
国际广场震撼启幕！ 本次发布会最大
的亮点无疑是湖南第一高度运达中央
广场助阵GA8上市， 通过同步直播设
备， 进行现场连线， 实况转播这座高达
258米的全楼身璀璨点亮瞬间， 为了使
来宾全方位地感受到2017款GA8非凡
魅力。外观方面，超5m车长，超1.9m车
宽，超2.9m轴距，豪华C级车标准。五幅
“凌云翼”家族前脸 ，精雕细琢，全LED
钻石眼大灯， 全景式电动天窗。 内饰方
面：新增典致精艺黑色内饰，兼具科技与
时尚，车内12处Ice�Blue冰蓝氛围灯，浪
漫尊贵。负离子森林氧吧空气净化系统，
隔绝PM2.5，头等舱级后排座椅，百万级
豪车独有四座设计， 多功能温控豪华舒
适躺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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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师大社科优秀成果奖再次领跑全省

日前， 沿袭雪铁龙
“大胆”品牌ＤＮＡ及承
载前瞻科技与领先舒适
标 签 的 CXPERIENCE
概念车及C-Aircross概
念车刷屏微信朋友圈。
基于CAC雪铁龙领先舒
适理念， 乐享中高级
SUV 天 逸 C5� AIR-
CROSS外观设计宽大硬
朗， 传承了雪铁龙家族
式显著特质 。 双层全
LED灯组赋予乐享中高
级 SUV 天 逸 C5� AIR-
CROSS前脸更多的现代
感。 前保险杠下部的越
野套件设计布局巧妙，
保险杠外形亦极为流
畅， 与车身一气呵成的

柔和线条浑然一体。360度
悬浮式车顶， 营造出现代
SUV流行的悬浮效果，同
时折射出雪铁龙洞悉潮流
脉搏的敏锐与胆略。

CAC雪铁龙领先舒适
理念无疑指引着雪铁龙全
球产品的研发方向， 并致
力开创每一个时代的全新
舒适体验 。 乐享中高级
SUV天逸C5�AIRCROSS
在内部空间上的舒适表现
自 然 是 同 级 车 最 佳 的
LaMaison唯享座舱：简约
豪华中控设计、 轻奢内饰
风格、 宽适唯享多功能座
椅、12.3英寸全液晶数字仪
表等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的
享受空间。 ■胡锐

5月20日，CCPC纳
智捷“全新优6杯中国好
赛手” 在武汉巴博士试
驾基地举行。

在前两站冠军车手
的建议下，本次武汉站，
不仅延续了前两站的热
度， 并且比赛现场异常
激烈。 最终武汉站冠军
车手杀出重围，继上海、
杭州站后成为第三位成
功晋级的赛手， 并且从
比赛成绩来看， 武汉站
冠军未来在排位赛中将
给前两站冠军车手带来
很大压力。

在此次比赛中，依旧
采用全部由组委会从4S

店直接采购的纳智捷·全新
优6。该款车配备与“宝马”
同芯的1.6TGDI发动机，采
用了爱信第三代手自一体
变速箱， 并应用了快速换
挡技术，在激烈的驾驶中，
变速箱清晰的换挡逻辑使
得车辆时刻保持着强劲的
动力输出。此外，试驾还特
别设置了“盲驾体验区”。
通过将车辆四周视野遮
挡，使车辆处于全盲状态。
驾驶者需要通过观察实时
影像来操控车辆通过预设
路线， 借此体验纳智捷全
新优6车辆智慧科技的可
靠性。

■胡锐

天心区禁毒文艺汇演明德中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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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优6杯中国好赛手”武汉站启动

传祺2017款GA8登陆长沙

5月18日，以“突破科技·引领未来”
为主题的欧曼EST超级卡车登陆广西上
市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福田戴姆
勒汽车携8000万“钜惠”豪礼回馈广西
用户， 以现场斩获205台的订单掀起了
广西地区超级卡车的抢购热潮。

欧曼EST超级卡车在动力性方面，
针对多山地、丘陵的运输工况，具有大
马力、大扭矩、爬坡更有劲的优势；在安
全制动方面采用三大制动力实现安全
制动，可有效的减少刹车片、轮胎的磨
损，真正告别淋水箱，下坡更安全。同时，
欧曼EST超级卡车匹配i-Telligent智
能电子控制系统等全面满足车队用户
需求。活动现场，前中国国家队排球运
动员薛明、前跳水世界杯男子10米台的
冠军周吕鑫为10个卡车人家庭的子女
发放了每位2000元的助学读书卡和礼
物。 ■胡锐

欧曼EST超级卡车登陆广西

近日，位于涟源市杨市镇的湖南宇城农业科技园内一朵朵橙色百合花花开正艳，十
分美丽。百合花有着“百年好合”“百事合意”寓意，橙色百合的花语是“胜利、荣誉、富
贵”，是繁荣与骄傲的象征，是自然的颜色。 吴世梁 陈太云 摄

百合花开
游人醉

“我们很快就可以喝到放
心的水了。”5月19日，新宁县金
石桥镇飞虎村村民贾新华看着
村里正在铺设中的自来水管道
欣喜不已。 由于当地有家水泥
厂生产废水污染地下水， 造成
当地村民饮水困难， 群众反响
强烈。 针对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转办的群众信访件， 该县环
保局启动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行
动，依法采取果断措施整治。

自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湖南以来， 新宁县严格
按照省市动员会议的部署，动
员全县各级各部门， 以最严的
措施、 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

度， 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察
工作， 开展了一系列环境保护专
项整治行动。 据新宁县环保局介
绍，截至目前，该县集中整治非法
矿山关停煤矿4家，取缔非法选矿
厂、冶炼厂19家，强制关停非法采
砂企业10家；整治砖厂、碎石场，
强制关闭17家不符合条件的碎石
场，非法砖厂全部实施关停；取缔
非法土法造纸企业17家； 严查环
境隐患和违规项目， 对50家企业
随机抽查86次， 清理环保违规建
设项目197个，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12起，移送公安机关3起。

■陆益平 陈志强 尹建国 杨坚
经济信息

新宁县边督边改从严整治环境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