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德国负责食品安全的联

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7 月 1 日发表公报说，

根据德国防疫部门和欧洲食品安全局的

追踪调查，产自埃及的葫芦巴种子“极可

能”是德国和法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暴发的共同源头。

公报说，法国波尔多地区半个月来出

现的 10 多例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病例

中至少有 3 例已被确认为感染了 Ｏ104∶

Ｈ４型大肠杆菌。 根据现有调查推断，德

国本次疫情的暴发菌株和法国的暴发菌

株极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该研究所指出，法国患者病前都食用

了用一批混合种子培育的芽苗菜，而德国

很多病例也被发现与食用下萨克森州一

家企业培育的芽苗菜有关。 调查人员已发

现两者的唯一共同点都是用了葫芦巴种

子培育的芽苗。 同时下萨克森州一户多人

患病的家庭病前食用的芽苗菜中也包含

葫芦巴种子培育的芽苗。

这家研究所还说，健康部门对法国葫

芦巴种子来源的追踪调查已发现，这些种

子和德国下萨克森州那家芽苗菜生产企

业所用的葫芦巴种子都来自埃及。 但是，

由于同一批葫芦巴种子已被用完，种子上

是否带有大肠杆菌已无法检验确认。

葫芦巴种子极可能

是欧洲疫情之源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南南 陈光明）

2009—2010 年度， 全省 500 多个企业开展了

“讲创新，比贡献”活动，11 万科技人员积极参

与，共帮助企业节约成本 2.7 亿元，增加收入

8.1亿元。 6月 30日，省科协、省经信委等 7部

门联合举行总结表彰大会， 衡阳华菱钢管有

限公司等 20 个先进集体和 50 名先进个人受

到表彰。

“讲、比”活动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推动科

技进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创举，我省

自 1987 年起连续开展这项活动，24 年来，累

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132 亿元。 特别是在

2009—2010 年度，我省参加“讲、比”活动企业

共实施节能降耗减排增效项目 9000 多项，实

施合理化建议 1.6万条。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立足生产一线，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开

展“讲、比”活动，2010 年收集合理化建议 193

条， 其中 128 条获奖，20 项技改项目成效显

著，使采矿、选矿、冶炼的生产总成本比 2008

年降低 1.1亿元。

据悉，我省将推动“讲、比”活动扩展到尚

未建立企业科协的其他企业， 并通过联合工

会、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共同动员和组织企业

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

11万科技人员节本增收赛创新

益阳高新区跻身“国家队”

本报讯（通讯员 任彬彬 刘小丹） 国务

院日前下发文件正式同意益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这是我省继长、株、潭高新区之后第 4 个国家

级高新区。

益阳高新区创建于 2002 年，园区核准面

积为 19.78 平方公里，通过近 10 年努力，在自

主创新、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

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0年，益阳高

新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84 亿多元，增

加值 27 亿多元，利税 5 亿多元。 在去年全省

78家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参加的“十大最具

投资价值产业园区”评选中，益阳高新区综合

排名第二、 省级开发区中排名第一， 被誉为

“中部崛起的新秀”。

未来几年， 益阳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将达到 25%以上，到 2015年，力争区内工业

总产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300亿元以上。

本报讯（沈科） 近日，桂东县科技局联合

县司法局、工商局、文化局、经济局、食品药品

监督局等单位，在县城繁华路段开展了以“保

护知识产权，助推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知识产

权宣传、咨询活动。 藉此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

覆盖面，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舆论

氛围。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4000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 200余人次。 当地媒体进行现场

宣传报道。 去年 11月份以来，该县科技局通过

多种形式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先后出动

执法车辆 60余台次， 出动执法人员 200 余人

次，检查店档摊点经营户 986户，企业 30家，大

小超市 38个，共查处各种假冒商品 81起。

桂东加大专利保护力度

6月 30日， 青岛胶州湾大桥正式通

车， 这是我国北方冰冻海域首座特大型桥

梁集群工程， 是国道主干线青岛至兰州高

速公路的起点段。 大桥全长 36.48公里，是

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长跨海大桥。

新华社 发

新华社消息 中国麻业协会苎麻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成雄伟 6 月 29 日向记者介绍，湖

南省株洲市一家企业研制出“薄超蝉翼、顺滑

如丝”的 500公支纯苎麻布，每平方米仅重 22

克。 这不仅打破了此前 300公支的世界纪录，

而且相关自主知识产权还得到了美国、欧盟、

日本的专利授权。 今年 5月，一个西方国家多

位麻纺业界知名人士组团赴湖南株洲实地考

察后，认为中国苎麻纺织技术已经领跑世界。

中国麻业协会苎麻专业委员会资料显

示，苎麻织物吸湿、透气、抗菌性能为世界所

公认， 但将粗糙的苎麻原料纤维织成高档服

装面料，是世界麻纺业的难题。

传统苎麻纺织工艺只有 36 公支，面料不

够轻薄、飘逸、滑爽，部分人穿用甚至有轻微

刺痒感，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苎麻市场扩大

和产品附加值提升。 上个世纪 70 年代前后，

日本开发出 150 公支纯苎麻布， 一度称雄世

界。

成雄伟介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苎麻

纺织业致力于依靠科技进步形成核心竞争

力。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继 2006 年、

2007 年相继研制出 160 公支、300 公支纯苎

麻布后，进一步开发出 500公支纯苎麻布。

据了解，纺织 500 公支纯苎麻布的技术

相当于将一克苎麻拉成 500 米长的超细纤

维。 1 平方米面积的 500 公支纯苎麻布，重

量只有 22 克，“薄超蝉翼、顺滑如丝”的感

觉超过丝绸， 是制作高档晚礼服的“软黄

金”。

据了解，500 公支苎麻面料的知识产权，

目前已经通过中国国家级技术鉴定并获得 6

项发明专利授权。

薄超蝉翼 顺滑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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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苎麻面料领跑世界

黄金薄膜实现产业化

新华社消息 被称为“黄金薄膜”的高性能聚

酰亚胺薄膜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微电子、 航空航

天、高速铁路等领域的重要材料，过去只有美国、

日本等少数国家掌握其制造技术。 记者从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获悉，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我国已经掌

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制

造技术，并且实现了产业化。这将大大加快我国航

空航天、太阳能等高端材料应用的国产化进程。

中科院化学所高技术材料实验室主任杨士

勇研究员介绍，这种金黄色的高性能薄膜在零下

269℃到 400℃的温度范围内， 具有稳定而优异

的物理、化学、电学和力学性能，被广泛用于手

机、电脑、照相机等电子产品的制造，以及卫星、

飞机、高速铁路等领域相关重要部件的制造。

据统计，去年我国聚酰亚胺薄膜的年需求量

超过 2800吨， 美日等国外公司的产品占了我国

市场份额的 80％， 一些产品长期处于高垄断价

位上，致使我国许多高新技术厂家对这种“黄金

薄膜”的应用望而却步。它与碳纤维、芳纶纤维一

起，被认为是目前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三

大瓶颈性关键高分子材料。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通过近 8

年的努力，攻克了从关键树脂制备到连续双向拉

伸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的稳定工艺等技术关键，掌

握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聚酰亚胺

薄膜制造技术。在此基础上，于 2010年建成我国

规模最大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生产基地，第一

期项目完成了 3条 1200毫米幅宽高性能聚酰亚

胺薄膜连续化生产线的建设，目前达到年生产能

力 350吨。 第二期生产线计划建设８条高性能

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 届时年生产能力可达

1500吨。 同时将开展“黄金薄膜”的系列化与功

能化研究， 以满足我国未来柔性平板显示器、汽

车用大功率燃料电池、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等新

型高技术产业的应用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秉钧 高孝书） 6 月

28 日，华电宜章太平里风电场工程正式奠基。

项目总投资 9 亿元，总装机容量 4.95 万千瓦，

为我省目前装机最大的风电开发项目，也是华

电集团公司在我省设立的第二个风力发电厂。

该项目地处五岭山脉和五盖山脉的凹口，

是南北空气流通大通道，属亚热带向热带过度

湿润季风区，海拔 210 至 800 米，风能资源丰

富，年均风速为每秒 6.71 米，年有效利用小时

达 1800小时，是目前我省境内风力最好、施工

环境和条件最好，最具开发价值的风电项目。

太平里风电场一期规划安装 25台风力发

电机组，年上网发电量为 9493万千瓦时，可为

地方带来 1000万元以上税收。

我省最大风电项目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