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
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
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
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
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
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
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
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
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
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
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
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
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
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

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
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
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
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
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
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
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
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
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
式，为开发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含控
股子公司)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

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
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
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
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
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更详细
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倡举
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
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

号国家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电子邮件：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08

号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纪委（审计举报）办公室（邮
编：430062）

电话：027-86759870
电子邮件：jubao.hbfh＠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

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
2020年10月18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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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0:00 在本单位拍卖厅
（武汉市青岛路 7 号 15 楼）再次对
某金融机构所拥有的武汉万顺置
业有限公司 1580 万元(本金）债权
公开拍卖，参考价 500 万元。有意
竞买者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按照
规定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17786548863刘先生

湖北信邦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长江日报讯（记者郭丽霞 通讯员郑莉
莉）10月17日上午，武汉市第七届中小学生
科普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武汉科技馆新馆
科普报告厅举行。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今年的获奖科普
征文作品中出现了“插管机器人”“可变救
护车的三栖汽车”这些黑科技……孩子们
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帮助人类战胜疫情。

获 得 一 等 奖 的 武 汉 二 中 广 雅 中 学
708 班 李 宜 恒 在 征 文 中 写 道 ：“ 这 次 疫
情，医护人员在插管操作中感染风险极
大，很多医院都成立了插管敢死队。我
想，完全可以把高科技人工智能运用到
这项工作中去，由机器人精准地完成插
管，既可以减轻病人痛苦，也缓解医护
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感染风险。”

黄陂区姚集小学 502 班张胡杨则为
医护人员设计了一款神奇的防护服，不
仅采用延展性和收缩性非常好的特殊面
料制成、轻便舒适，还通过传感器让防护
服可以根据医护人员身材自动调整尺
寸，甚至可以进行内部空气循环。

东西湖区常青树实验学校 602 班梅
清晨讲述了疫情期间他利用姑妈从老家

寄来的黄豆和有限的材料，成功制作出
美味豆腐的经历。

武汉市中小学生科普征文活动由武汉
市科学技术协会、武汉市教育局主办。

据了解，本届征文活动面向全市在校中
小学生全面征集，尽管受疫情影响，活动仍
收到作品2万余篇，评出一等奖30名、二等
奖60名、三等奖100名。

畅想机器人插管、设计一款神奇的防护服 中小学生科普征文关注武汉战疫

17日晚上8时20分，朗读亭迎来最
小的一个朗读者，八个月的“小石榴”。朗
读者武汉站直播现场迎来最柔情的一刻。

“小石榴”今年2月份出生在武汉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而他的爸爸
妈妈因为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还没来
得及给孩子起名字就和他暂时分开了。

“小石榴”是全国人民看着长大的。
17日晚，“小石榴”一家三口来到汉口江
滩朗读亭，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向“小石
榴”的300万位“云叔叔、阿姨”“云哥哥、
姐姐”们说一声：“谢谢！”

现在 8 个月的“小石榴”活泼好动，
比以前更难带。爸爸妈妈带着他一起走
进朗读亭，“小石榴”就开始扒拉麦克
风。妈妈抱娃，爸爸朗读了林徽因写给
孩子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小石榴”的
爸爸龙仁勇说，选读这篇文章，想要特别
感谢帮助过“小石榴”的医护人员，还有
全国网友。

当时，因为疫情需要隔离，“小石榴”
自出生就与父母分开了40天。“小石榴”
由医护人员照顾，“小石榴”的爸妈通过

云直播，与全国网友一样看着“小石榴”
一天天长大。

40天之后，“小石榴”的爸妈第一次
亲手抱起“小石榴”时，五味杂陈。去之
前，他们说好不要流泪，可孩子一抱到手
上，心酸感，幸福感，实在感，一拥而上。

一直到现在，关爱“小石榴”的网友
群还在。“小石榴”的爸妈几乎每天都分
享“小石榴”的照片和视频到群里。“小石
榴”稍微有点不舒服，网友们会各种支招
献策，继续“云带娃”。

“小石榴”一家三口读完《你是人间
四月天》，董卿通过视频连线也体验了
一下“云带娃”。她说，因为“小石榴”的
妈妈姓董，她也姓董，她自然就是“小石
榴”的大姨了，“让大姨来给你讲个故事
吧”。

董卿给“小石榴”读了汤姆·波尔的
《世界为谁存在》。董卿一开口，原本一
直不停扒拉话筒的“小石榴”立马乖乖地
听起故事。看到这一幕，全国网友都在
评论区中留言，说看到了本期朗读者直
播中最柔情的一幕。

17日晚8时50分，湖北省博物馆馆
长方勤走进朗读亭，读了艾青的《光的
礼赞》。

读这首诗，方勤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他最想表达的是：“没有什么英雄，只是
平凡人的挺身而出。”

这首诗中，方勤印象最深的是：“每一
粒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即使我们只是
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1月23日，武汉“封城”，湖北省博物
馆闭馆。虽然闭馆了，为确保文物及馆
藏安全万无一失，仍需保卫人员巡查、值
守，同时设备楼需正常运转，值守人员后
勤保障要跟上。

平时一线值班人员有近 200 人，考
虑到人多风险大，湖北省博物馆将保卫
方针调整为“文物安全与保卫人员防护
并重”。从那天起，馆里便建立了“临期
战时机制”微信群，确认全馆人员安全，
成了后来数月方勤每天醒来的第一件
事；1 月 27 日，博物馆启动封馆管理模
式，即馆区全封闭，值班人员不能出来，

外面的人也不许进去，以避免换班途中
及与家人接触等带来的感染风险。

从2月13日到5月1日，方勤在馆里
住着。和他在一起的有75位同事，吃住
都在馆内，每天做好消杀、通风等严格防
疫措施，但出于安全起见，他们不常见面
——见面也是“不露真容”，戴着口罩，间
隔1.5米。他们被称作“国宝卫士”。

方勤说，疫情期间，他住在博物馆的
门房里。通过门房，他看到了很多，也接
触了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今天，读
这首诗给守护武汉的每一个人。同时，
也将这首诗献给博物馆的同行们。”

疫情期间，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等很多同行都很关注湖北省博物馆。其
中，福建博物院、海南博物馆还特意拉着
一车水果送来。“他们要把水果送来，离
开武汉时要隔离14天，回去之后又要隔
离 14 天。但他们坚持要送来。这样的
事很多。当时，物资不丰富，首都博物馆
给我们寄来了几千件鱼罐头。今天想起
这些事情，依旧感动。”

第二天的《朗读者》武汉站，不仅仅有
来自董卿的柔情。记者现场采访多位参
加朗读者直播的武汉市民，他们走过今年
的春夏之后，都想通过朗读的方式，将自
己曾感受的温暖和力量传递出去，想将武
汉的柔情传递出去。

武汉中学生：那些帮助过武汉
的人比樱花还美

今年12岁的李婧语来自武汉六中上
智中学。与其他朗读者选读他人文章不
同，李婧语读的是自己写的一篇作文——

《樱花外的风景》。
李婧语告诉记者，这篇文章写于今年

疫情期间。当时，她与老师和同学好久不
见，彼此都在牵挂着对方。“这是我小学六
年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与同学们一直盼
望着，在毕业前共赴一场樱花的约会。”

作为武汉人，李婧语对樱花独有喜
爱。今年春天，武汉樱花盛开时，李婧语

没能像往年一样去武汉大学赏花，但她看
到了比樱花更美的风景——来自全国各
地的医护人员。

她要将这次朗读献给全国的医务人
员，献给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武汉的人们，
以及在武汉默默坚守的市民。“是你们，创
造了伟大的奇迹，让现在的武汉又恢复了
往日的生机。感谢每一个奉献的人们，你
们才是最美丽的风景。”

武汉音乐人：把武汉最美的季
节推荐给全国网友

15日才从上海回来的冯翔，17日下午
走进汉口江滩朗读亭。他弹着吉他读唱
了一首他自己原创的歌谣——《二十四节
气歌·夏秋谣》。

冯翔还将这首歌谣推荐给全国网
友。他说，在他心中，夏季和秋季是武汉
最美好的季节。欢迎全国网友来武汉看
看玩玩。“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集
家嘴的岸上，都是玩水的伢……一过中秋，
菊花黄。一阵秋风，一阵凉。等到桂花香
满城，黄叶飘下来，伢呃，你们快回来。”

带着乐器进朗读亭，冯翔也是全国独一
份。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原创音乐人，
自古以来诗歌不分家。通过读唱结合的方
式，他想告诉全国观众，朗读可以边读边唱。

汉警柔情：望天下小孩都能健
康成长

又美又飒，这个时髦的词汇，用来形
容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直属大队汉
警快骑女子队非常贴切。17 日下午，当
她们整齐划一地骑着警用摩托车来到汉
口江滩时，公园里的行人纷纷拿出手机
拍摄。

汉警快骑女子队平均年龄25岁，整个
队伍散发青春的气息。这只队伍里卧虎
藏龙，有国家拳击冠军，有小学语文老师，

有行政文员，有健身教练，可以称得上是
颜值与才华并存。虽然来自不同的职业，
但共同的信念，使她们聚到了一起，用摩
托车书写别样的青春。

17日下午，队长周艳带着马莹等4名
队员走进朗读者直播节目，她们读了余光
中《写给未来的你》中的一篇文章《孩子，我
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周艳说，平常工作忙，很少陪孩子。
今年疫情期间，汉警快骑女子队全体队员
100多天都住在集体宿舍，不能回家。工
作之余，她们还轮班去给一位独自留守在
家的小学生做饭及辅导功课。

武汉警察铁血柔情，武汉女警更是如
此。这次参加朗读者，周艳最大的愿望就
是期望天下小孩都能健康成长。正如余
光中写的那样：“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 可
以是工程师, 可以是演员, 可以是流浪
汉, 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

听，他们通过朗读亭将温暖和力量传递出去

八个月的“小石榴”来朗读亭了

董卿和全国网友一起“云带娃”

“国宝卫士”：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晓彤）10月17日
晚，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
学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
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张俐娜于当晚8:00
因病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据武大官网介绍，张俐娜院士1940年
8 月生于福建光泽，1963 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化学系，1985 年赴大阪大学研究一年
多。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她致
力于高分子物理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基础
和应用研究，涉及高分子物化、农业化学、
环境材料和生物学交叉学科，其成果的原
始创新性以及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已在国
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低
温溶解法，开创了高分子低温溶解的技术
及新机理，并已初步实行工业化试验；开辟
了构建基于天然高分子新材料的途径及揭
示其结构与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创建了
无污染、价廉、生产周期短的人造丝和玻璃
纸生产新方法；揭示了多糖链构象及其构
效关系，可推动食品和生命科学的发展。

张俐娜院士是武汉大学第一位女院
士，也是获得“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
的第一位中国人，致力于原始创新科研，演
绎了绿色材料的“神话”故事。

“论文做得再好，基础研究最终也要为
成果转化服务。”张俐娜院士曾在接受长江
日报专访时表示，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
勤奋、充满智慧，在国际上的原始创新性成
果却不多，主要原因是基础研究的成果转
化率不高。

张俐娜院士指出：湖北省是高教大省，
却不是科研成果转化强省。湖北省、武汉
市政府应更加重视高校科研项目的落地转
化，调研哪些项目真正可以转化成高附加
值、高质量的产品，集中财力物力支持几个
大的项目，助力科研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
服务。

2019年，张俐娜院士工作站在广西大
学揭牌时，她曾表示：“早年拉我建站的企
业，这些年我都主动要求他们撤销了。因
在广西大学带有博士生，才合建了院士专
家工作站。”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
分解，需要450年到500年。“作为科学家，
我是很心急的！”张俐娜很想为国家、为湖
北做一些事情。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五大国家战略之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科学家应该做些什么？近5年，张俐娜专注于神经导管、骨
缺损修复等天然绿色生物医学材料领域的研究。

潜心研究近20年，破解塑料垃圾降解难题，但张俐娜的这项
原创成果却远赴成都转化。

让湖北由科教大省变成科技强省，张俐娜建议，一定要加快
政产学研“实打实”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促成科技成果在本地快
速转化。

政产学研该如何结合？“政府出资一部分，企业投资一部
分，让院士科研人员明确好技术部分，在合作前三方签订协
议。”张俐娜说。

18日凌晨，武汉大学发布讣告称，遵照张俐娜院士生前意愿，
张俐娜院士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纪念网页地址：http://www.
chem.whu.edu.cn/ctdnzlnys.htm 纪念馆地址 ：http://www.chem.
whu.edu.cn/ctdnzlnys/xh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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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曾主动要求企业撤销院士工作站
“早年拉我建站的企业，这些年我都主动要求他们撤销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俐娜去年12月21日介绍，因在广西大学带有
博士生，才合建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长江日报2019年12月22日
3版以《多地摘牌名不符实院士工作站》为题，报道张俐娜院士曾
主动要求企业撤销院士工作站一事。

8年前，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张俐娜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当选院士后，“有不少企业说要给我报酬跟我合作
建站。”但张俐娜选择了拒绝，“我们平时做科研已经够忙的了，哪
里有时间去应付这些”。

“只是冠上我的名字，刚开始说得好好的，要合作开发一些项
目，但过去一年半载都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不是虚的吗？”张俐娜
说，时间一长，甚至都不知道企业用院士的名字做了什么违规的
事没有。 （长江日报记者陈洁）

链接>>>

朗读者小石榴一家人在朗读亭外留影。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本组稿件长江日报记者张珺)

张俐娜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