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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讯 距第九
届中国(深圳)文博会开幕只有
3天了，今天，记者来到深圳会
展中心， 探访1号展馆的湖南
主展馆布展情况。 在现场，记
者看到，布展工作正有条不紊
地进行，据了解，今天将完成
地台与主舞台的搭建，预计明
天晚上完成全部布展工作。

上午10点， 记者来到1号
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30
多个省市参展单位正热火朝
天地施工，现场堆积着各种材
料。 在展馆南门入口主通道，
中央领导巡馆的必经之路上
端，悬挂着两幅写有“毛主席
家乡欢迎您”和“文化湖南”的
巨型吊旗，在展馆内显得格外
醒目。

在南门入口主通道南
侧，9米宽、30米纵深，总面积
达270平方米的湖南展区里，
20余名布展工作人员正在施
工，施工现场紧张有序，主舞
台雏形已初步显现。 据湖南
参展团组委会展厅组负责人
周云武介绍，目前，将在湖南
主展馆展出的各种展品大部
分已经抵达深圳，15日将全
部到位。

另据湖南参展团组委会
联络组负责人瞿德潘介绍，今
年的文博会提倡环保办会，控
制车证和各种嘉宾证与参展
人员证，经多方协调，这方面
的工作也正在有序办理当中。

据初步统计，此次湖南团
出席3大主题活动与3大主题
展馆的参展人数已接近1500
人，湖南将成为此次文博会第
一大参展团。

■记者 刘银艳 张颐佳

■记者 李永亮 李国平
实习生 陈蓓

本报5月14日讯 今日记者
从省环保厅和株洲市环保局获
悉， 因涉嫌于5月6日向株洲一
下水道非法排放剧毒废强酸，
株洲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旗
下的罐体车老板李宏浪已于日
前被刑事拘留。 据省环保厅法
制宣传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
是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
布以来，我省首例涉嫌“环境污染
罪”的案例。

现场逮住
可疑排污槽罐车

5月6日中午， 株洲市石峰区
环保监察人员在例行巡查中，在
石峰区清水塘汇亚服装大厦后的
停车场发现一辆可疑罐体车。两
男子拉着管子对着旁边一处下
水道直排液体。环保人员当即将
车挡在大型罐体车前后，阻挡其
去路。

经初步测试， 管道中排放的
液体属于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
强酸水。罐体车为株洲牌照，老
板名叫李宏浪，是株洲本地人。
执法人员看到， 一处下水道的
井盖已被人为打开一个碗口大
的洞。 废强酸就是经由这个小
洞偷排至下水道， 流入霞湾污
水处理厂。

6日晚，株洲环境监察人员取
样化验的结果出炉， 结果显示罐

体车内的液体为腐蚀性很强的电
镀废酸，pH值为0.5，属强酸性液
体。 株洲市环保局石峰分局党委
书记黄西林说，“pH值越低，代表
酸性越强； pH值为1的液体滴一
滴到裤子上，就会破个洞，这么强
酸性的废水流入饮用水源中，最
严重会腐蚀人体器官。”

剧毒强酸
从长沙层层转包到株洲

经过株洲警方和环保部门调
查， 废强酸来自长沙的湖南东方
钪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将
工业废酸承包给株洲一家贸易公
司处理， 后者又将此项业务转包

给李宏浪。
长沙的矿业公司为何舍近求

远，将工业废料转包至株洲处理？
株洲市环境监察支队一负责人
说，“选在株洲清水塘， 可能与这
里厂矿企业多有关， 在这里偷排
强酸不太现形。”

事故发生后， 株洲警方和环
保部门迅速介入调查， 李宏浪因
涉嫌“污染环境罪”已于日前被株
洲市石峰区警方刑事拘留。同时，
长沙警方也开始对湖南东方钪业
股份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据了解，此案并非个别现象，
可能有多地废强酸被运往株洲处
理。目前，省公安厅和环保厅已介
入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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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推荐：热细胞回春术，除皱抗衰老新突破

细胞热运动 1次
找回曾经的青春

“天啊，简直比九几年的时候还年轻。 ”
芙蓉区 53 岁的王女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 王女士所接受的，正是目前无创整形领
域流行的热细胞回春术。

为王女士进行操作的瑞澜整形医院李
增产主任，手法娴熟细腻，王女士非常舒适，
感觉像一只蝴蝶不停地在脸上扇动翅膀，面
部有股温暖的热流涌动，在皮肤里层来回窜
动，专家说那是细胞在仪器的作用下发生热
运动的结果。

治疗一结束， 王女士对着镜子一照：额
头、眼角的皱纹不见了，鼻唇沟浅了很多，凹
陷的面颊已变得饱满充盈。 王女士表示，自
己原本对手术排斥，又不想被异物注射到体
内，热细胞回春术，完全运用自己的细胞组
织运动，她非常满意。

绿色抗衰老法宝
细胞运动自我修复

瑞澜整形医院李增产主任表示，热细胞
回春术，通过纳米微晶体导入热能量，精准
传导至肌里层，让细胞加速运动起来，在修
复肌肤塌陷的胶原蛋白构架的同时，促进多
余脂肪细胞分解、衰减。 和传统的开刀拉皮、
打针注射不同，热细胞回春术只需通过细胞
来一场热身运动， 就能够一次解决皱纹、松
弛、凹陷、脂肪堆积、五官形态不满意等各类
难题。

凭借其绿色、安全、自然的优势，热细胞
回春术被誉为“非手术塑颜革命性成果”，在
全球备受推崇。

四大科技亮点
带你步入美丽快车道

亮点一：打破传统侵入弊端，直接促进
细胞热身运动，年轻美丽当天改变。

亮点二：既能解决皱纹、凹陷、松弛等难
题，还能隆鼻、瘦脸、垫下巴，效果真实。

亮点三：完全通过自身细胞运动，彻底摒
弃了外来物排斥风险，绿色技术，真正安全。

亮点四：无需开刀，无恢复期，当天做完
当天回家，表情自然和谐，不留痕迹。
技术支持：瑞澜整形医院
热细胞专线：0731-88277277
免费咨询：400-0418-188�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偷排剧毒废强酸，罐车老板被刑拘
系新刑法以来我省首例涉嫌“环境污染罪”案例 或有多地废强酸排株洲

文博会湖南馆完成主舞台搭建
今年提倡环保办会，展品大部分已抵深圳

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动
力源泉和灵魂；文化产业更是
湖南强省的内生动力，未来的
竞争是文化的竞争。 而资本，
是点亮文化梦想的那一团火，
一道光。“演艺湘军”中的佼佼
者，分布于张家界的多家演艺
集团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

雄厚的资本是迈步的底气

张家界比较有名的魅力
湘西大剧院，是中南地区规模
最大的民族歌舞剧院。著名节
目《张家界·魅力湘西》总投资
1.6亿。张家界大剧院，距张家
界国家森林公园门票站仅2公
里,总投资1.3亿人民币。张家
界鸽子花大剧院总投资1.68
亿元，经常参加各大电视台举
办的文艺晚会。世界上第一台
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
新刘海砍樵》总投资1.2亿。张
家界每年接待观众人次达200
万。仅2012年上半年，即实现
销售额1.2亿元。

成功的市场运作模式是
演艺业壮大的引擎。 而资本
的注入使张家界演艺节目水
准出现质的飞跃， 逐渐向品
牌化迈进。 无怪乎有人总结
说：“雄厚的资本是演艺事业
迈步的底气。”

上市公司屡创第一

没有资本的注入，作坊式
的生产只能是小打小闹，图个
温饱， 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心须有资本的注入，进入资本

市场，实行资本运作，让文化
产业插上资本的翅膀，才能实
现文化产业的腾飞。

湖南文化产业在资本运
作中尝到甜头后，开始大胆探
索、勇于实践，在资本市场打
拼出一片崭新天地。

湖南培育了中国传媒第
一股电广传媒、 中国动漫第
一股拓维信息、 中国第一家
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
媒企业中南传媒、 中国民营
书业第一股天舟文化。 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快乐购
股份有限公司、 体坛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文化
企业，正冲刺上市。

投融资平台
为文化产业备足“粮草”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急
需巨大资金支撑。 据悉，2011
年—2020年湖南文化产业投
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投资需
求总量约为17900亿元。

为破解全省文化产业发
展中的资金缺口和融资瓶颈。
2012年4月湖南开始探索以
系统性融资安排推动湖南文
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省委、
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以
“促进湖南文化产业大发展”
为主题在北京举行高层联席
会，签署了《促进湖南文化产
业大发展备忘录》，达成融资
总额200亿元意向，为“文化
湘军”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备足了“粮草”。
■记者 吴岱霞 张颐佳 彭斌

资本点亮文化梦想的火光

■漫画/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