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王文隆
实习生欧阳小路罗葛妹

本报7月23日讯省教育考试

院今晚公布了本科二批征求志愿

投档分数线。从公布的投档线看，

部分院校分数线大幅上涨， 达到

或超过一本控制线。 温州大学以

553分居文史类最高； 南京财经

大学以569分居理工类最高，其

次为广州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昆

明理工大学、沈阳建筑大学等4所

高校。

投档线划在最低控制线的文

史类学校有8所，理工类学校有9

所， 主要为东北等偏远地区高校

和一些民办高校。

艺术、 体育类投档线排在最

前的有：音乐(文)为湖南城市学院

593分，音乐(理)为南昌理工学院

613分；美术(文)为湖南科技学院

645分，美术(理)是吉首大学770

分，体育(文)是湘

南学院773分，体

育 (理)为广州体

育学院704分(艺

术、 体育类专业

投档线为考生档

案分与专业分之和， 同时档案分

和专业分须分别达到本批次相应

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本省方

面， 文史类和理工类投档线最高

的均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 、 长沙医学院的投

档线则都是刚刚踩线。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计

465所，在湘招生计划为70218人。

从第一次出档情况来看， 平行志

愿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本

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

比例应投档76461人， 实际出档

70533人，出档率达92.2%。

（查询全部投档分数线请登
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
hneeb.cn或湖南在线。）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线公布
部分院校分数线大幅上涨，达到或超过一本控制线

科类 学校代码院校名称 投档线（分） 科类 学校代码院校名称 投档线（分）
文史类 43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549
文史类 4315 吉首大学 543
文史类 4322 湖南科技学院 532
文史类 4323 怀化学院 529
文史类 4326 湘南学院 532
文史类 433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526
文史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07
文史类 4351 湖南工学院 536
文史类 4360 长沙医学院 507
体育（文） 4326 湘南学院 773
体育（文）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618
表演（文） 4305 湖南农业大学 603
舞蹈（文） 4315 吉首大学 553
理工类 4304 湘潭大学 497
理工类 43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531
理工类 4315 吉首大学 525
理工类 4322 湖南科技学院 502
理工类 4326 湘南学院 496
理工类 433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496
理工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471

理工类 4351 湖南工学院 512
理工类 4360 长沙医学院 471
音乐（理） 4315 吉首大学 515
音乐（理）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482
美术（理） 4315 吉首大学 770
美术（理） 4326 湘南学院 596
美术（理）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37
体育（理） 4326 湘南学院 652
体育（理）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75
表演（理） 4305 湖南农业大学 578
职高（计算机类）4326 湘南学院 650
职高（计算机类）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76
职高（计算机类）4360 长沙医学院 604
职高（旅游类） 4322 湖南科技学院 553
职高（旅游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07
职高（财会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614
职高（商贸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548
职高（英语类） 433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641
职高（美术类） 4322 湖南科技学院 539

湖南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分数线（部分）

蒋冬林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法律方面的书籍

本报7月23日讯23日零时36分，传统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正式来临。 天文专家

提醒说，大暑是一年里最热的节气，极端的气温对人

体的生理和心理会带来种种不利。

同时，明日进入“中伏”，一般的这个时期我省的

旱涝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我省气象部门表示，25

日-27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省内干旱将得到缓

解，但是部分地区可能面临暴雨、山洪等地质灾害。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表示， 由于雨后空气

湿度偏大，中午前后天气依然比较闷热。在这种天气

条件下容易引起胸闷、气短、出汗过多等不适，建议

大家中午前后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记者刘璋景实习生盘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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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百姓鞋城旁）
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三九楚云大酒店旁）
火车站阿波罗商业广场
（正门左侧）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负一楼药柜
星沙：旺鑫大药房

（四区凉堂路96号）
宁乡：开发药号（宁乡大厦一楼）
浏阳：恒寿大药房（车站路127号）
望城：工农大药房（工农路1号）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建设中路58号皇朝家私对面）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总店
常德：免费送货电话0736-6287700

黄金台德海大药房
（市公安局对面）
战备桥大药房

石门县：步行街大药房

衡阳：国盛大药房（南方大厦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岳阳：你好大药房

（步行街康星百货负一楼）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邵阳：宝康大药房（中心医院对面）
娄底：清泉大药房（新华书店旁）

市内三盒（一疗程）起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办理邮购

专家热线 0731-

黄金草适应症：慢性支气管、咳嗽、气喘、肺气虚、
肺气肿、肺心病、矽肺、尘肺、烟肺、自汗盗汗、腰膝
酸软、头昏头晕、肾虚肾亏、身寒肢冷、容易感冒等症。

冬病夏治是中医“春夏养阳”理论的
具体体现，也符合中医“不治已病治未
病”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合而为一，
人体的阳气与自然界生物阳气一样，“生
于春夏，收入秋，藏于冬”。夏季人体阳气
最旺，气血经络通畅，皮肤腠理开泄，穴
位敏感，此时应用药物治疗，易通过经络
直达患处，可以激发阳气，提高免疫力，达到
“治病求本”的目的。因此，夏季伏天治疗是
驱除冬天常见病--咳喘疾病的最佳时机。
老咳喘要断根 清除肺毒是关键

当人体吸入的有害物质粘附在气管
壁和肺泡时，气管壁和肺泡中清扫有害
物质的肺纤毛就会粘连、脱落，形成“肺
毒”。“肺毒”会使人体肺部杀害细菌和病
毒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细菌增生、病
变，细菌毒物寄生、抗氧能力下降，二氧
化碳滞留、毒素进入血液，引发咽喉炎、
气管炎、肺炎、肺气肿、哮喘、肺癌以及心
脑血管疾病。
黄金草洗肺毒 根治 咳喘显奇效

现在好了，由中美科学家共同组建的科
尔实验室经过大量实验，研制出了清除肺
毒的生物制剂“黄金草”。它有效成份含量
全面升级，顽固老咳喘患者有救了。它以蛹
虫草为原料，运用王氏诱导发酵生物工

艺技术，提取出含量是普通冬虫夏草10
倍的虫草菌丝体，清咽利肺、止咳平喘、
补肾强肺，对各种老慢支、咳喘病有奇效。

内含的SOD酶，能防止肌体细胞
老化，增加肺泡弹性，同时所含虫草
多糖可促进淋巴细胞转化，恢复支气
管黏膜活性。

内含的高活性虫草菌丝体，是一
种专门吞噬肺毒的活性物质，它能快
速杀灭长期寄生在气管粘膜内的各种
菌毒，净化肺部环境，恢复肺细胞原
有的弹性和动力，防止肌体细胞老
化，提高肌体免疫功能，全面解决老慢
支、咳嗽、哮喘等病症，愈后不复发。

生物制剂黄金草 止咳平喘效果好

黄金草不同于普通消炎止咳药，它属纯
生物制剂，不含任何激素，无副作用、依赖性。

服用初期 浓痰变淡，重咳转轻咳，能躺
着睡觉，喉咙发痒发紧的问题消除，大部分咳
痰基本消失，夜晚睡觉踏实。

服用 1-2 疗程 清除肺毒，肺部及气管
似乎被抽调一层污物，咳出沉积多年的黑痰，
呼吸畅通，胸不闷、心不慌，浑身轻松。

服用 3-4 疗程 呼吸轻松，肺部功能完
全恢复正常，重铸呼吸系统黏膜，粘液分泌自
如，免疫功能更加强大，肺部湿罗音减轻，哮
鸣音消失，咳嗽、浓痰、气喘、气短完全消除，
精神抖擞、面色红润、血压平稳、睡觉踏实。

冬病夏治正当时炎夏治咳喘寒冬不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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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经湖南省纪委有

关部门证实， 湖南省农业厅党组

书记、厅长程海波涉嫌严重违纪，

于7月21日被有关部门带走，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31岁官至副厅级干部
31岁担任地区行署副专员

(副厅级)的程海波，在外界看来

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人称他是有

一定家庭背景，另有人说他有相

当学历，但经记者调查，“家庭背

景说” 没有得到相关证据支持，

记者也没有找出他“大学学历”

的相关学校。 据知情人士介绍，

在担任岳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后，

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无实

职，而是于1984年10月-1986年

7月期间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

“如果程海波最终被查出大问

题，那他辜负了党的培养、人民

的信任！” 湖南省政府一位熟悉

程海波的官员说。

“带走调查”的主要原因
7月22日，记者来到湖南省

农业厅办公大楼。 办公室负责

人说， 程海波主要涉嫌经济问

题，“他的老婆、弟弟、儿子长期

打着他的‘招牌’在外面从事经

营活动。”

同日，记者致电湖南省纪委

有关部门负责人，证实程海波因

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在

任常德市委书记期间，程海波与

金钻广场的开发商李家祥关系

密切。

总投资超过6亿元的金钻广

场为李家祥带来了巨额收益，但

出售给经营者后并没有出现预期

红火景象， 至今仍纠纷、 投诉不

断。 常德市政府有关官员告诉记

者， 李家祥等人已被湖南省相关

部门控制或接受调查。

据了解，被称为常德商业“龙

头”的金钻广场，从建设初期就受

到了常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湖南省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

对记者说，“李家祥在接受调查时

将程海波‘带’了出来。另外，此前

的上个礼拜五(7月17日)，程海波

的儿子就被相关部门控制。”

□人物档案
程海波

1952年12月生，岳阳人，大学

学历，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7年9月开始参加工作。
1983年8月-1986年2月，任岳阳地
区行署副专员。1986年8月-1989
年12月，任湘阴县委副书记，期间
1986年12月任湘阴县长。1989年
12月-1993年1月，任临湘县委书
记（保留副专员待遇），期间1990年
3月-1991年2月兼任代县长。1993
年1月-1995年9月，任岳阳市政
府副市长。1995年9月-1998年2
月，任岳阳市委副书记。1998年2
月-1999年2月，任常德市委副书
记、副市长、代市长。1999年2月
-2001年3月，任常德市委副书
记、市长。2001年3月-2006年3月，
任常德市委书记。2006年4月至目
前，任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中国经济周刊供稿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今天

从省纪委获悉， 省纪委近日将被

查处的张晓琪、邓慈常、杨秀涛3

名涉案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经初步查实，上述3人利用职务之

便收受贿赂，其行为已涉嫌犯罪。

张晓琪， 湖南工业大学原党

委书记、校长；邓慈常，2008年5

月任省农业厅党组成员、 乡镇企

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 杨秀涛，

2008年10月任洪江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市长。

■记者黄纯芳

■记者刘燕娟
通讯员罗家欢龚红卫

这年头没有手机的人不多

了， 但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员蒋冬林没有。 他的解释

很简单：“早些年是因为经济原因

买不起，现在觉得也没什么用，因

为找我的人大部分是要请去吃吃

喝喝。”

蒋冬林调到驻零陵看守所检

察室5年多， 连看守所的食堂都

没去吃过一次， 更别说接受别人

的邀请了。55岁的蒋冬林算得上

是一个敢于较真的人了。 即便是

得罪人， 也决不在法律和原则上

让半点步。

不想“发财”的检察官
作为一名检察官， 蒋冬林不

止一次遇到过“发财”的机会。有

一年， 蒋冬林主办副处级干部刘

某涉嫌受贿案。刘某有些背景，他

的家属托人找到蒋冬林说，“刘是

副处级干部，搞不好，你会吃不了

兜着走 。” 随后放下一个装有

8000元钱的信封，带着几分神气

地说，给孩子治治病吧。

“我记得刚进检察院时，父亲

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你当了检察

官，不能吃的绝不要吃，不能要的

绝不能要，吃了别人的嘴软，拿了

别人的手软。”关键时刻，蒋冬林

没有忘记父亲的告诫。 当即将钱

退还给刘某的家属，并不卑不亢

地告诉对方：“如果害怕威胁，我

就不会穿这身制服。我现在确实

很需要钱，但我不能拿这种肮脏

的钱。”刘某最终被依法查处。

“熬”过来的清苦生活
事实上，蒋冬林的生活，有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父母相继

病逝，妻子又下岗，更不幸的是，

女儿5岁时患上了一种怪病，后

被确诊为世上罕见的色素沉着

绒毛结节性滑膜炎。这种病无药

可治， 只有在每年疼痛最剧烈的

时候开刀割去坏死的肌肉，但不

久以后仍疼痛不止。现在，他女儿

的左腿已比右腿细了6寸。

在这种境况下， 蒋冬林的日

子只能用“熬”来形容。机关职工

食堂照顾干警，中、晚餐仅2元一

餐， 蒋冬林都舍不得在食堂搭

餐。 他说：“在食堂花2元只吃饱

我一个人， 在家里花2元可吃饱

全家。”

蒋冬林从没买过一件衣服，

却花480元钱买了一套法律书

籍， 为这事跟妻子磨了好几天。

因对法律的适用比较精通，蒋冬

林就像一本“活字典”，干警们称

他为“蒋博士”。

得罪人也不“得罪”法律
去年6月， 永州市检察院转

来省检察院关于零陵区法官李

某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的督

办函。此案属于利用法律的智能

型犯罪，犯罪嫌疑人唐某是个老

审判员，精通审判业务和审讯技

巧，组织上决定要“蒋博士”承担

证据审查工作。

讯问中， 蒋冬林顺水推舟，

针对唐某是老审判员，平静地从

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入手与其展

开较量，假装向唐请教。导致唐某

在回答问题中自相矛盾， 变相承

认了一些违反法律程序的漏洞，

为侦破撕开了一个口子。

2000年，蒋冬林主张的12件

抗诉案有11件改判，也就是被认

定为错案。事实上，不论是那起

法官系统案， 还是这些抗诉案，

蒋冬林要面对的、调查的都是身

边的熟人，甚至领导。也有人曾

提醒蒋冬林说：“法律是死的，人

是活的。何必得罪人？”蒋冬林反

问：“把法律看成只是死的条文，

这社会就没有了正义。作为检察

干警，我不得罪人，难道要得罪

法律？”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

帜，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

织开展“100位为新中国成

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

选活动。日前，全国“双百”评选活动办公室确定并公

布了300名候选人。其中，我省毛泽民、毛泽覃、王尔

琢、邓中夏、左权、向警予、寻淮洲、何叔衡、何孟雄、李

白、杨开慧、陈树湘、陈毅安、罗亦农、段德昌、贺英、夏

明翰、黄公略、曾中生、蒋先云、蔡申熙、蔡和森等22人

入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候选人，文花枝、方红霄、毛岸英、李丽、欧阳海、罗健

夫、罗盛教、洪战辉、袁隆平、雷锋、谭千秋、戴碧蓉等

12人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现

就我省公众投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投票时间为7月20日至8月10日。

2、投票范围为全国“双百”评选活动办公室公布

的300名候选人。

3、投票可采取报纸、网络或手机中的一种方式。

4、候选人事迹简介、投票规则、选票等已于7月

20日在中央和省直主要媒体刊登，投票具体事宜请

见投票规则。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踊跃投票参与评选。

湖南省“双百”评选活动办公室
2009年7月22日

本报7月23日讯今日下午3时， 在中国电信湖

南客户体验中心，省文化厅与省电信公司举行了“结

婚”仪式，省文化厅厅长周用金与省电信公司总经理

廖仁斌签订了全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周用金介绍， 湖南作为文化大省，2008年全省

文化产业总产出突破千亿元大关， 达到1090亿元，

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如果先进文化插上信息科技的

翅膀，必将飞得更高更远。为此，省文化厅与中国电

信湖南分公司今后的合作， 将包括联手打造湖南省

文化媒体平台；集成在网吧领域的特有资源优势、构

建网吧联盟；联手动漫大赛等。 ■记者易禹琳

2009年湖南省青少年儿童田径比赛，7月20日至
25日在宁乡一中举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市
州的43支代表队，与会运动员共923人。

■记者王文隆实习生罗葛妹

省内多家旅行社昨日均表示，根据国家旅游局
安全提示，暂劝游客勿前往印尼雅加达旅游。国家旅
游局近日发通知称，7月17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
两家酒店发生爆炸，造成数十人伤亡，提醒赴印尼雅
加达旅游注意安全。 ■记者谭斯亮

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益阳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首届中国·湖南（益阳）黑茶文化节暨安化黑茶博
览会将于10月17日—19日在益阳市举行。

■记者邢云实习生全津娴

省农业厅厅长程海波被调查
另有三名被查高官被省纪委移送司法机关

三名被查高官
移送司法机关

□相关链接

“较真”检察官不买手机挡“吃喝”
蒋冬林：办案宁可得罪人，也不“得罪”法律

“双百”人物评选投票启事

未来几天我省多雨闷热

今起进“中伏”，局部有暴雨山洪

省文化厅与省电信“闪婚”

近期暂不要赴雅加达旅游
□省内短讯

全省青少年儿童田径赛举行

益阳10月首办黑茶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