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围观

名校女生捐卵可获数万报酬？
催卵可能提早绝经或致死 网友：真是想钱想疯了

点击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黄雪 图编/李梓延 美编/陈懋 校对/张郁文A32微博日报 http://t.voc.com.cn
华声微博三湘都市报

t.qq.com/sanxiangdsb
三湘都市报
t.sina.com.cn/sxdsb http://sxdsb.t.sohu.com�

三湘都市报

中粮福临门构筑航天级品质食用油
（11 月 8 日 北京）

随着万众瞩目的天宫一号
与神舟八号成功交汇对
接，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高
度关注使得中国航天事业
合作伙伴成为各大企业关
注的焦点。 凭借在食用油
领域的卓越安全品质表
现，国内粮油行业领军品
牌中粮福临门正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
伴，其旗下藻油 DHA调和油等三款产品荣获
“中国航天专用产品” 、“中国航天专用调和
油”等称号。日前，双方签约仪式在京召开，共
同宣告十年战略合作正式拉开帷幕。

在签约仪式上， 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
张玉江先生强调， 合作伙伴是中国航天事业
较高级别的合作类型， 有着非常严格的甄选
条件，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卓越的产
品品质，其品牌不仅需要做到行业领先，甚至
可以代表中国形象。

而作为粮油业的领军品牌、 目前国内最
大的的民族粮油品牌， 中粮福临门一直担纲
着维护国家粮油稳定和安全的重要使命，承
担着向 13 亿国民提供安全、健康营养食品的
重任，并且始终以安全、健康、营养的食品保
障民生、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其产品完全符合
航天事业的严苛要求， 是中国航天事业理想

的合作伙伴。
对于此次牵手中国航天

事业， 中国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栾秀菊表示， 航天
事业背负着实现大国崛起的
重任， 这与中粮福临门健康
强国的愿景一脉相承。 作为
中国粮油产业的领军品牌，
中粮福临门希望在助推民族

飞天梦想的同时，也切实让更多“航天品质”
和“航天技术” 惠及国民，通过航天技术的成
果转换，让更多航天品质、高安全性的厨房食
品走上百姓餐桌。 栾秀菊同时强调，双方将随
着合作的不断深入， 适时将合作内容拓展到
厨房食品等更多领域。

在此次签约仪式上，被授予“中国航天专
用藻油 DHA 食用调和油” 的福临门藻油
DHA调和油隆重亮相。 这是一款极具科技感
的食用油产品，其含有的藻油 DHA 是全球领
先的 Life� DHA 藻油，具有安全、无污染的特
性， 其产品已经在婴幼儿奶粉等多个领域成
功应用。 其将助力国人的 DHA 营养摄入，帮
助人们向更高层次的健康生活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的藻油 DHA 源
自NASA“太空技术” 。 未来福临门计划将航
天技术应用于更多的食品中， 以不断提升产
品品质与安全性，努力为民众调和幸福生活。

第五届“华图杯”公务员素质大赛圆满落幕
近日，第五届“华图杯” 公务员素质大赛

总决赛圆满落幕。 此次大赛汇集了全国 34强
选手共同角逐万元大奖。 最终济南赛区的吴
刘建夺冠。 来自长沙的李羡歌及吉林的孙华
悦摘得亚军，来自江西的杨蓉、北京的马岩、
芜湖的王一棋获得季军。

大赛采用为期一周的集训方式， 运用
“微博块” 教学法，通过各模块专家有针对性
的讲解，加快选手的答题速度和提高准确率；
通过相互的竞赛与互动加强知识点的记忆，
有别于常规的应试备考模式。 参赛者通过 7

天的集训，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不同的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突破，全面提升。

笔者在采访中获悉此次“华图杯” 公务
员素质大赛不仅开展一系列课堂活动， 还以
训练营的方式将文化学习与素质教育相结
合。 如开展拓展训练，采用军事化的管理体验
军营生活，突出思想品德，强调对营员们进行
体能和技能的训练；培养营员坚强、刚毅的品
质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引导营员树立敢
于面对困难和战胜困难的自信心等。 通过多
种方式，全方位的提升参赛者的综合素质。

对接中
国航天

2004 年 3 月，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投资
3.3亿元在广州花都新建研发中心， 它成为日产
在全球的第四个研发中心。合资双方对其的期望
即是成为具有独立开发能力的 A级研发中心。

按照规划，这个技术中心在未来 3 年内需要
达到可以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与日产在同
平台上进行新车同步开发的水平。与东风日产技
术中心可以达到的水平相对应，研发人员的规模
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 70 人左右，到 2008 年
的 250人左右，再到今年的 500人。

研发中心的建立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日产希
望在中国超越本田和丰田，东风则由此获得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的机会。现在，这个愿望已经达成，
那么，东风日产技术中心的能力是如何一步一步
提升的？

从 C级（改款的能力）提升到 A 级研发能
力，也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开发汽车。 这是东风日
产合资之初就确定的技术中心的定位。

2004 年天籁投产后， 日产方面将天籁的生
涯管理交给技术中心，并将整车中 15%的零部件
交由后者管理；这样，技术中心拥有了对 15%零
部件变更的权利。这是技术中心跟日产共同开发
的一个起步。

“可以看到，参与的工作内容进一步扩大，今
年我们再做车的话可能会大大提高，每款车从最
开始我们都可能在新车现产车过程中都参与不

少。”徐建明说。最新的进展是自主品牌启辰。多
年以来东风日产乘用车技术中心的工作是按照
最初的计划一以贯之，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则是
意外收获。

徐建明说， 按照日产对技术中心的考核，目
前东风日产乘用车技术中心已经达到 B 级的水
平，两三年后，他们的工作将提前到产品概念设
计阶段，即 A 级研发中心。 市场调研方面，东风
日产商品规划部借用了日产市场调研的方法并
进行概念的输出，管理方面，东风日产会站在国
际化的公司角度规划管理方式，建立开发和制造
的标准，进行组织机构和人员规划。

除去表象的东西，最关键、也是最不易被发
觉的是在技术积累上。 徐建明说，东风日产乘用
车技术中心之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基础，这是
通过合资得到的。 “我们能够看到想看的东西，
能够接触到需要接触的技术，而不是拿一个样车
去进行逆向开发。我们可以借力日产汽车技术平
台，像底盘、动力总成和发动机，也是日产汽车技
术。东风日产要做的，是在品质和成本之间，寻找
最适合启辰目标客户群体的最佳平衡点。 ”

而在稍细微的部分， 比如解决噪音方面，日
产也有很多数据积累，知道出一个问题应该从哪
些点来解决。东风原来只做卡车，没有做过轿车，
对轿车的分析就不像日产那么到位。很多自主品
牌也是如此。

站在巨人肩膀上 东风日产
10年打造 A级研发中心

西安商铺爆炸
天宫神八再相拥
“地图”事件三星致歉
“世界新七大自然景观”

@头条新闻：【北京卵子交易黑市揭秘：名校女生捐卵可获数万元】卫生部严禁任何形式的
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存在由多家中介操控的“卵子黑市”，形
成包括体检取卵代孕等多环节的黑色产业链。他们瞄准北京高校，清华、北大等名校女生被要
求净身高163cm以上，双眼皮等，薪酬是3万。据悉捐卵者需连续打数日催卵针，手术取卵或代
孕。催卵可能提早绝经或致死。

@万人互粉平台：所谓的优良品种？
@rebeccacn：捐卵和捐精完全不同，对女性来说取卵

对卵巢伤害也比较大，这生意的当事方真是想钱想疯了。
@学概率论的火山：为什么只许捐精呢？求高人解释。
@bubuleaf：黑市不干净吧，搞不好会染病的，还是不

要为这种小利去冒险吧。
@鸭蛋仙子123：汗！行业漏洞引发道德缺失！
@又见枫影：以后会不会同父异母的结婚？兄妹婚姻就

麻烦了……
@仙草兔：卵子都有分学校等级？
@照个面儿： 继和田玉后的最新投资品： 大学生的卵

子。
@海上花影：女孩子们啊，怎么了，知识多了反倒都冷

漠了吗？那不是卵子，那是你的孩子啊。当有一天，你发现你
的孩子遍天下的时候，情何以堪？

@书徒孤读： 早有耳闻， 令行难止是我们的一个大问
题。

@明鉴万里： 是拿出来卖种子？ 还是放进去卖果实？
———北大清华的更贵，说明优生优育的观念深入人心、普及
率极高。讲究智商了。只是，这种私下买卖，会形成巨大的社
会伦理问题，二十年后，找对象必须先验DNA，否则，容易乱
伦。 ■本版综合新浪腾讯微博

博报

@重庆晚报：【iPhone�4S
成本仅值1150元】iphone�4S上
市之后立即引发了抢购风潮。
英国《每日邮报》11月12日为读
者细致解析了iPhone4S的制造
成本，真可谓“不扒不知道，一
扒吓一跳”———所以今后别再
为iPhone的电池烦恼了： 淡定
点，毕竟这东西只值38块钱。

@头条新闻：【“警车”内的
擦鞋男又是“临时工”】福建浦
城县法院14日称：11月7日，该
院闽HA042警车办事途中停在
浙江衢州， 擦鞋师傅要为驾驶
员擦鞋，后者未应允，擦鞋师傅
提议，“你坐在车上， 我坐车门
口帮你擦。”驾驶员听后把脚伸
出车外。 鉴于该驾驶员不良行
为，法院已解除其劳动合同。

现场

博友评论

中介组织“捐卵者”和客户参加的见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