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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贺佳）今
天晚上，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在
长沙会见了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
国一行。

周强感谢建设银行一直以来对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他说，湖
南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文化旅游等支柱产业竞争力
不断提升，移动电子商务 、数字阅读
等新兴业态发展迅速，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增强，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更
加有力，为未来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
础。在这过程中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
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建设银行在湘

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实
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为湖南保障
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等作出了
积极贡献。湖南将为建设银行在湘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

张建国说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又
好又快发展 ， 湖南的金融环境也在
不断优化 。 建设银行将在小微型企
业融资、重点工程在建续建项目 、保
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加大对湖南的
信贷支持力度 ，同时加快在湘机构 、
网点建设 ， 为湖南未来发展多作贡
献。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陈佐夫，党委委员章更生 ；副省长韩
永文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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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李
斌 顾瑞珍）中共中央、国务院14日上午
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
长春、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
奖。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
上讲话。李克强主持大会。

人民大会堂里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奖励大会开始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亲切会见了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的代表。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首
先向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谢家麟，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
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颁发奖励
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向他们表示
祝贺。随后，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
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关心和参与中
国科技事业的外国科技工作者表示衷
心感谢。 （下转8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 � �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今天在北京召开的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我省单位主
持和参与完成的21项成果获得奖励。
中南大学主持完成的“难冶钨资源深
度开发应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得科技
进步一等奖，该项目研究团队为中南
大学教授赵中伟等15人。该项目突破
了国内外长期认为白钨矿不能碱分
解的理论禁锢，发明了从资源利用到
高端产品生产的整套关键技术，为我
国钨资源使用年限由原来的不足5年
延长到25年以上提供了技术支撑，近
3年新增产值118亿元。

据悉，此次获奖项目涉及三大奖
项。“纳米尺度和分子水平上生物信
息获取的新原理与新方法”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高耐磨性、高耐蚀
性、环保型钨合金电镀技术研发及应
用” 等3个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新型和改良多倍体鱼研究及
应用”等16个项目获得科技进步二等
奖。

此次获奖项目涉及的领域包括
工业 、农业 、医学 、交通 、检测 、环保
等，很多项目成果在全国推广 ，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如 “列车
结构塑变吸能技术及装置” 项目，围
绕“列车发生碰撞事故时的乘员安全
保护 ”这一目标 ，历时15年研究形成
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列车结
构塑变吸能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我国
出口客运列车、国内城市地铁及轻轨
车辆。

� � � � 2月1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谢家麟 （右） 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左） 颁奖。 新华社发

我省夺得21项国家科技大奖
“难冶钨资源深度开发应用关键技术”

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 � � �●开创国内动漫
节目无纸化创作先河

●聚集了全国最
大动漫生产企业群

●已建成了三维
动画集群渲染中心 ，
牵头建设了卡通动画
制作共享资源库及可
容纳10万人同步创作
的网上协作平台

●动漫节目年制
作能力达到10万分钟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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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14日讯
（ 记 者 唐 婷 田 甜
陈淦璋）全省保障性
安居工程工作会议
今天召开。省委副书
记 、 省长徐守盛要
求 ，理清思路 、突出
重点、令行禁止，确保全面完成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向人民交上满
意答卷。

副省长韩永文在会上作工作部
署。

去年，全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46.6万套，基
本建成22.7万套，均超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按照国家下达的任务 ，今年
我省还将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
户区改造住房38.77万套、 竣工15.15
万套， 新增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1
万户。目前，全省已有各类保障性住
房60多万套。

徐守盛指出，实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落实。要充分认识建设保障性安居
工程的重要意义，理清思路 ，带着感
情创造性地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一要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 。保障
性安居工程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发展 ， 既扩大投
资， 又促进消费。
要积极争取国家
支持，抓好项目前
期工作，以实际行
动贯彻中央“稳中
求进” 的总基调。

二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改造一
片、带动提升一方”的作用，把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与小城镇扩容提质结
合起来， 带动整合各方面的资金、资
源等要素向县域集中。三要与提高精
细化管理水平结合起来。着力加强组
织领导、提高工程效率，优化管理服
务，不断降低管理成本，把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成高效节约、勤俭办事的
示范工程。四要与提高政府公信力和
执行力结合起来。站在维护党和政府
诚信形象的高度 ， 在省委统一领导
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共同抓好这
件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事。

徐守盛强调 ，要突出重点 ，全面
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一是
抓规划。尽可能在城区布点 ，促进困
难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尽可能
“插花式”布局，尽量避免大面积集中
连片， 使他们与各阶层人群和谐共
处，共享各类配套设施。 （下转14版①）

周强徐守盛会见张建国

� � � � 当前， 学雷锋活动正在全省上
下广泛开展。 近日， 省委书记 、 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与来湘采访调
研的新华社党组书记、 社长李从军
一道， 在长沙市望城区雷锋纪念馆
出席雷锋精神座谈会。 省领导陈润
儿、 易炼红参加座谈会。

周强： 雷锋精神具有深厚的
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它既是时
代的产物， 也是历史的必然。 雷锋
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就是

爱与奉献的精神， 其内核是跨越时
空的，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 雷锋精
神是永恒的。

湖南是雷锋的故乡 ， 雷锋故乡
学雷锋， 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和广
泛的群众基础。 全省上下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
把学雷锋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要把
学雷锋与弘扬湖南精神结合起来 ，
与弘扬奉献精神结合起来， 不断创
新活动载体， 做到常学常新， 富有

时代特点， 真正使学习活动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湖南开展学雷锋活动要走在全
国的前列， 要充分发挥雷锋故居和
纪念馆的教育基地作用， 雷锋故乡
人要真正成为雷锋精神的传人 ， 让
雷锋精神在三湘大地上深深扎根。

李从军： 每次来到雷锋故
乡， 都会受到一次雷锋精神的深刻教
育， 心灵都会受到一次震撼、 一次洗
礼。 雷锋精神就是一首时代的歌、 一

首永恒的歌， 将永远召唤、 引导、 激
励着我们前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作出了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推动学
习活动常态化的决定， 相信雷锋故乡
湖南在这次活动开展中一定能走在全
国前列， 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学雷锋
先进典型。 新华社将按照中央要求，
深入宣传、 报道好雷锋精神， 深入宣
传、 报道好湖南在学雷锋活动中的好
典型、 好经验。

（座谈会发言摘登详见2版）

“让雷锋精神深深扎根湖湘大地”
周强李从军谈雷锋精神

徐守盛在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要求

突出重点 令行禁止
确保向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 � � � 今年全省新开工
各类保障性住房38.77
万套， 力争10月底前
全部开工建设

数字湖南新亮点

� � �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唐爱平）“啦啦啦，龙
骑团， 一群勇敢的好伙伴……梦的终点鲜花铺
满。”伴随着优美的旋律，《蓝猫龙骑团》准时出现
在央视少儿频道，一群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陪伴
着小朋友们度过一段段美妙的时光。

由湖南蓝猫动漫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蓝猫
龙骑团》，是一部与国际接轨的全三维大片，被业
界称为代表了中国三维电视动画的最高水平。为
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就是长沙国家数字媒体技术
产业化基地。

作为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全国4个数字
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之一 ，长沙国家数字媒体
技术产业化基地 （以下简称 “长沙数媒基地 ”），
致力于 “科技引领和支撑动漫产业发展 ”，组织
承担了国家８６３、 科技支撑计划等多个科研项
目 ，搭建了湖南数字卡通动画工程技术研究平
台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动漫节目数字化 、网络
化无纸生产。 (下转14版②）

� � � � 《蓝猫龙骑团之炫迪传奇》 已在央视儿童频道播出， 引起强
烈反响。 通讯员 供稿

长沙数媒基地：
为动漫产业插上翅膀

谢家麟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胡锦涛出席大会并颁奖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生死瞬间

营盘路隧道渗漏不影响安全 5版

云集开坛探讨“湖南精神”
■记者在基层

11版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