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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价值三千万环卫车辆远销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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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脑退化症”10月 29日成为香

港“痴呆症正名比赛”的冠军，即将被香港特区政

府卫生署、医院管理局等 18个政府、医疗及教育

机构采用，以促进公众对这一病症的正确认知，罹

患该病的诺贝尔奖得主高锟也到场支持。

短评 正名准确而人道。 既贴切反映病症、

带出正面讯息的中文名字， 又让大众借机正视

这一病症，消除“痴呆症”可能引致的歧视。

“痴呆症”

改称“脑退化症”

来风

八面

中国日报消息 世博会法国馆 10月 31日

举办的第 109期新民科学咖啡馆中， 两位专家

反复强调：脂肪肝不仅影响肝脏，而且可能祸及

血压、血糖，带来多种代谢综合征，少数还会发

展成肝硬化甚至危及生命。有统计显示，脂肪肝

可使 50岁以上患者寿命缩短 4年， 使 50岁以

下者寿命缩短 10年！

短评 脑满肠肥者该注意了。

50岁以下患脂肪肝

少活 10年

潇湘晨报消息 只要一部手机，哪怕是在美

国， 你也可以打开或关闭在长沙家中的电视、空

调等电器，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控制窗帘的开关，

让家中换换气；不要担心有小偷，因为家中有红

外线摄像头，一旦异常，您的手机可“现场直播”，

物业服务也同步接到报警……这套湖南首套物

联网应用感知智能小区系统近日试运行成功。预

计到 11月底，长沙香格里嘉园、雨花枫丹白露等

5家小区将安装这套智能系统。

短评 有嫦娥 2号航天技术垫底，这套智能系

统不过是“小 case”。

湖南首套智能小区

系统试行

本报讯 （黎驷 肖恬） 上海世博会召开

的 184天，节电 1.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 7.3万

吨，相当于种活 400万棵大树。 源自远大科技

集团的这一区域能源解决技术，赚足了世界的

眼球，并吸引各国专家参加由中国节能协会和

远大科技集团共同举办的“上海世博的低碳减

排效应”研讨会。

上海世博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空调系统最

复杂、夏季气温最高、参观游客最多的一届世

博会。 远大科技集团是 2010上海世博的全球

合作伙伴，承担了上海世博所有 200多个场馆

的中央空调服务，达到零停机、零故障运营，真

正实现了低碳世博的理念。 不仅如此，远大馆

是一幢可持续建筑，是上海世博会最后一个开

建却最早建成的展馆，一共花了 1天时间。 远

大馆从承重结构、 门窗墙体到建筑设备等，是

统一设计并在工厂里制造、在现场按图组装完

成，具有 9度抗震的最高安全度，达到全球建

筑抗震最高标准，并能够实现比传统建筑 6倍

节材、5倍节能，享受更洁净空气，而仅有传统

建筑 1%的建筑垃圾， 全年保持 20℃～27℃的

恒温。

远大低碳节能技术

惊艳全球

本报讯 （记者 杨晓丽 通讯员 李箐箐）

10月下旬， 中联重科为沙特阿拉伯量身定制的

110辆环卫车辆，精神抖擞地驶出中联科技园，踏

上远赴沙特的航程。 这批设备总价值近 3000万

元，是我国环卫机械出口最大一笔订单。 它的成

功交付，意味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造环卫

机械，在国际市场开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采购方 AL� JEDAIE集团，是沙特前 20大集

团公司之一。 在国内外竞争对手面前，全球工程

机械行业前 10强企业———中联重科凭借先进的

技术和贴心的服务等多项优势， 赢得采购方青

睐。 由于沙特自然环境和使用习惯不一样，公司

果断派出技术和商务人员赴沙特，就客户一些特

殊要求进行现场考察并答应完全按客户的要求

进行设计生产。 特别是交货期，中联重科强大的

研发制造能力是竞争对手难以达到的。加上此前

出口的 70台设备在沙特使用状况良好， 打了个

活广告。 中联重科此次交付沙特的环卫机械，包

括 2个型号的扫路车和 3个型号的垃圾压缩车，

将用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及穆斯林圣城麦加市

的环卫作业。

中联重科的混凝土机械、工程起重机、建筑

起重机械、环卫机械等四大类产品在国内市场占

据数一数二的位置。 其中，环卫机械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遥遥领先，超过 50%。 与此同时，中联重科

环卫机械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非洲、欧洲 30多

个国家，累积出口销售额达 3亿元人民币，正在发

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环卫机械品牌。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实习生 陈淑兰）

10月 28日，在 2010衡阳产学研信息发布成果

交易会上， 8家盐卤化工企业首次牵手 4大高

校，签订衡阳盐卤化工产学研战略联盟。 另有

16家企业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联姻”，

以湖南交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 4

大高等院校和衡阳市化工研究所以及 8家化工

企业正式签约，标志着衡阳市首个盐卤化工产

学研战略联盟组建成立。 湖南交通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郭保生介绍， 衡阳市有 300

多家盐卤化工企业，可大部分企业属于粗犷型

开采，大多数中小企业缺少技术和科技创新，而

本土高校的研发成果锁在柜中的较多，这次战

略联盟的签订，正好给企业和高校搭建了一个

好的沟通交流的平台，企业能充分利用高校资

源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促进衡阳盐卤化

工产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10多所各高校和科研院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

来到衡阳寻找项目合作，高端的研究领域和新

型的科学技术吸引在座企业代表的浓厚兴趣，

而衡阳 60多个企业也对外发布了 100多个技

术需求课题，另外 10家企业当场发出了技术难

题招标信息，这令高校专家教授跃跃欲试。

衡阳盐卤化工产学研

战略联盟成立

“开心共享耕耘乐，农茂民丰我愿酬”，这

是安乡县开发办主任齐跃生最近写的诗句。

齐跃生爱诗词，更爱自己的事业。 从事农业综

合开发 10 多年，他淡泊从容生活，勤奋务实

工作。 10 多年前，齐跃生调任县农发办主任。

作为农民的儿子， 一位在乡镇摸爬滚打了 20

多年的基层骨干， 他把帮助农民致富当成回

馈生养他的土地应尽的一份孝道。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是一个以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的工作机构。 得益于齐

跃生多年来在农村工作上的实践与思考，他

觉得，要想农业综合开发产生规模效益、聚合

效应，项目资金就不能撒胡椒面，。 这一观点

得到领导的理解与支持，预防和遏制了“蜻蜓

点水”式的“人情项目”，争取了项目规模开发

的主动权，在安障乡 13 个行政村全部实施了

土地治理项目。 在这里，村组机耕道相通，水

渠相连，田土升级，作物增产，农民增收。

2008 年 8 月 3 日， 安全乡项目区王家村

工地第一标段 1 号清水现浇渠刚开板打了 30

多米，就出现了“蜂窝麻面多、线形不一致”的

质量问题。 齐跃生看了现场，二话不说，迅速

召集 5 个施工队的法人现场警示， 并抡起重

锤，打掉了 30 多米现浇渠，在场人员都被惊

得目瞪口呆。 这一锤，锤出了安乡农业综合开

发工程质量第一渠。

只要工程开工， 齐跃生都要到现场督促

检查！ 前些年单位没有车，他就乘坐客车或搭

乘同事的摩托车前往。 在工地上，他用方便面

充饥，在树荫下打盹，用农家的井水解渴。 有

人问他：你这么认真，图个什么呀？ 他笑了笑

说：图个“好”呗。 就为了这个“好”字，他一直

在努力，尽量不在工程质量上留下遗憾。 算起

来，近年他亲自查处的不合格工程就有 8 处。

这些查处的工程都及时得到返工整改， 整改

的工程都顺利通过了省市验收。

财为庶政之母。 作为农发办的牵头人，究

竟如何把农发资金管好用好、把项目做好？ 纪

律规定挂在墙上，良心存于心底，齐跃生就是

这样办事的。 在项目承包过程中，齐跃生注重

“效益优先、质量取胜、机会均等”，实行公开

招标、阳光操作。 一次，一承包商资质不够，托

熟人说情，还给他表示 1 万元辛劳费，他当场

回绝。 几年来，他先后拒收红包礼金 10 多万

元。 2002 年，他亲妹夫下岗在家，夫妻俩都有

眼疾，生活十分困难。 妹夫想找他销售点黄沙

砾石赚点医药费。 同志们知道这一情况后，都

表示同情和理解， 有的人甚至在主任办公会

上主动替他妹夫说情。 可他一直没有松口，宁

愿自己掏“腰包”给予他们扶持。 当时，也许有

些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还颇有微词， 但从他内

心来讲，他的确是不想因为这个“私情”而坏

了规矩，不想惹这个“麻烦”。

1995 年以来， 项目建设全县累计投入开

发资金 1.075 亿元。 其中争取国家财政资金

6219.5万元， 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 1030 万

元，企业、群众自筹 3500.8 万元。 县农开办年

年被市农开办评为目标管理和资金管理先进

单位。 1995 年、1998 年、1999 年、2001 年和

2002 年分别获得省级农业综合开发二、 三等

奖。 并曾被市人民政府授予全市农业综合开

发先进单位， 被省财政厅授予全省农业综合

开发十年成果表彰先进单位。 齐跃生个人也

多次被省市县评为先进个人，被安乡县委、县

政府授予“十佳公仆”称号。

“农茂民丰我愿酬”

———记安乡县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齐跃生

□ 刘赞伟 肖瑜珍

驰骋在大街小巷的中联重科环卫车。 图 /中联重科公司

我国环卫机械第一大外单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