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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全國禽蛋大省，位居全國第五位，
出口出境禽蛋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佔全國蛋品
出口出境總量的三分之一，香港鮮蛋市場的半
壁江山、澳門近九成雞蛋來自湖北。2011 年湖
北省存籠蛋雞超過 1 億隻，存籠蛋鴨 3000 多萬
隻，禽蛋產量達到220萬噸。

蛋品品牌托起鄂蛋風采
全省有國家級產業化龍頭企業蛋品加工企

業1個，省級9個。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擁有車內最大的保潔蛋加工設備，品牌蛋品市
場佔有率居全國第一，其 「神丹」商標被授予
「中國馳名商標」；湖北神地農業科貿有限公

司擁有自主品牌和蛋品深加工產品研發能力，
其溶菌酶、蛋清粉等深加工能力和技術在國內
同行業中處於先進水平；武漢靈星集團有限公
司以全產業鏈為依託，全力打造禽蛋產業 「航
母」，其5萬噸蛋乳加工投產在即；湖北雙港、
湖北宇祥、天門全盛、京山鵬昌等企業蛋品出
口出境居於全國領先地位。仙桃九珠、公安港
楚、荊州離湖、湖北荊江、僑鄉、茶聖、楚小
鴨、晨光、魚米鄉、金鯉魚、四湖、天湖等皮
鹽蛋加工品牌與荊山源、碧山等土雞蛋品牌交
相輝映，協調發展，為湖北蛋品迅猛發展帶來
勃勃生機。

蛋品標準支撐產品安全
國家蛋雞產業體系專家對湖北蛋雞標準化

養殖水平讚賞有加，並在全國推介湖北蛋雞
「153」標準化養殖模式。蛋雞 「153」標準化養

殖模式，實行濕簾風機、喂料機、清糞機 「三
機」配套，達到自動通風控溫、自動上料飲

水、自動撿蛋清糞的先進飼養工藝水平，使我
省蛋雞生產迅速提檔升級，呈現禽蛋生產水平
高、蛋禽死淘低、飼料消耗低、勞動效率高和
養殖效益高的良性發展勢頭。通過制定並實施
《湖北省蛋雞標準化生產技術規程》，對蛋雞
生產的全過程進行規範，配套實行禽蛋 「一推
兩查三監測」質量控制體系（ 「一推」，即在
生產過程中，推廣先進的標準化養殖模式；
「兩查」，即查科學飼養管理技術規程執行情

況，查禽蛋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措施執行情況；
「三監測」，即監測環境、檢測生產投入品、

監測禽產品樣品質量），努力打造出了湖北
「放心蛋品」。此外，湖北還發明了無鉛皮蛋

生產工藝並在全國推廣；制定了國內第一個
《保潔蛋》標準；《皮蛋》國家標準由湖北企
業主持修訂；在國內率先實現再制蛋恆溫加工
生產工藝。湖北省全新的熟練程度畜牧業發展
理念、科學的標準化養殖模式、完善的質量監
管體系、健全的質量評價標準保證了荊楚禽蛋
生產的優質、高產、高效、安全，奠定了湖北
優質蛋品的良好形象。

2011年8月，湖北在香港成功舉辦 「湖北省
蛋品標準化生產（香港）推介會」，使香港、
澳門兩地消費者對湖北禽蛋品質有了直觀的感
受，也讓兩地蛋品批發商、超市、媒體對湖北
禽蛋標準化生產有了全新的認識。推介會後，
新訂單合作協議不斷簽訂，交易量快速上升，
每月供應量淨增 1400 噸以上，僅湖北雙港每月
增加供應量500多噸。同時，推介會也架起了鄂
港兩地業內人士友誼的橋樑，並建立了常態的
交流機制。

湖北禽蛋產業正以唱響品牌為契機，以做
大做強蛋品加工為抓手，以標準化養殖為根
本，朝着再造一個百萬噸蛋品大省的目標全力
奮進。荊楚蛋品正以其優異品質書寫傳奇，以
不斷提升的標準鑄就輝煌，湖北禽蛋正香飄九
州，譽滿海內外。

品牌與標準鑄就湖北蛋品輝煌品牌與標準鑄就湖北蛋品輝煌

湖北金凌精細農林陽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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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鄉蛋鴨生產水鄉蛋鴨生產

5月31日，湖北與毗鄰三省湖南、江
西、安徽對接 18 條省際高速通道項目，
敲定協同推進時間表。

以構建中國交通和中部崛起的立交橋
為使命，湖北正大力推進區域交通網絡與
全國交通大網絡的有機融合，大力推進多
種運輸方式的有效銜接，打造便捷高效的
綜合運輸體系。湖北正從 「九省通衢」走
向 「九州通衢」。

湖北省交通運輸廳尤習貴廳長介紹，
長江之 「中」和中國經濟地理的中心，這
種不可複製的區位優勢讓湖北重新找準了
自己的 「位置」：加快建設全國性鐵路路
網中心、全國高速公路網重要樞紐、長江
中游航運中心、全國第四門戶機場。

湖北以加強武漢城市圈與其他城市群
之間的溝通與聯繫為重點，打通城市群內
部 「斷頭路」和通達周邊城市群的 「斷頭
路」，暢通高速通道，加快城市群中心城
市之間和二級城市的區域高速公路建設，
擴大省際普通幹線規模，消除普通幹線省
線 「斷頭路」。到 2011 年底，湖北省高
速公路總里程達到 4007 公里，躍居全國
第六位。高速公路不僅覆蓋了全省各市州
和大部分縣市，而且輻射中部，通達全
國。從武漢出發，到武漢城市圈內城
市 1 小時到達，到省內最邊遠城市也
不到 5 小時，到周邊省會城市半日可
達，到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西
安當日到達。

水運方面，湖北水運通航里程達
8385 公里，居全國第六位。借助長江
黃金水道的振興，湖北水運迎來了又
一個春天。武漢新港貨物吞吐量突破
1 億噸，成為長江中游和上游年吞吐
量首個跨入億噸級的港口。全省各地
港航建設熱情高漲，僅今年，湖北就

分三批相繼開工了 35 個總投資超過 85 億
元的項目，佔 「十二五」期內河航運總投
資的一半，到目前，湖北港航在建項目投
資額超過160億元。今年省交通運輸廳還
計劃開工第四批港航項目。

航空方面，湖北着力推進武漢天河機
場大型公共交通中心建設，着力打造多種
運輸方式高效銜接、城際交通和城市交通
相互融合的綜合交通運輸樞紐。以建立樞
紐網絡型航線結構為目標，積極開拓國際
與國內航班、國際國內航班與高速鐵路列
車的聯程聯運。

鐵路方面， 「十一五」期間，武漢已
成為全國四大鐵路樞紐中心，以武漢為中
心通達廣州、南京、鄭州等全國主要省會
城市的 「3小時鐵路圈」正在形成。

目前，湖北正努力做大交通總量，加
快建成 6500 公里高速公路骨架網、28000
公里普通國省幹線公路崗、170000公里的
社會主義新農村惠民便民公路網，建成了
2000公里高等級航道為基礎的湖北內河航
道網和以 1000 萬噸船舶運力為主體的水
路運輸系統。省交通運輸廳與市州政府開
展 「廳市合作」，大力推進湖北 「一主兩
副」省域中心城市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建
設，推進荊州振興崛起工程，推進 「一紅
一綠」貧困地區交通發展，為促進湖北區
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交通支撐。

隨着湖北交通條件的顯著改善，湖北
已成為承接我國產業轉移的熱土，大量海
內外商人在湖北投資興業，面對大物流的
需要，湖北以武漢國家級物流節點城市，
宜昌、襄陽省域副中心城市物流設施建設
為重點，加快建設一批具有綜合公共服務
功能且區位優勢明顯、交通條件便利、市
場條件成熟、集聚效果突出、對外輻射較
大的物流園區、物流中心、配送中心、集
裝箱中轉站等，選擇主要港口、鐵路樞紐
和航空港區、保稅物流區等重要節點，對
接配套建設一批具有兩種運輸方式以上的
綜合性物流樞紐，發揮道路運輸靈活機動
的優勢發展多式聯運。（石斌、高斌）

武漢新港陽邏港區集裝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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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交通運輸廳廳長尤習貴到荊
州市楚都物流園區調研，察看專線物流
信息

中 南 民 族 大 學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
務委員會直屬的綜合性大學。學校創辦於 1951
年，目前已發展成為一所文、理、工、經、管、
法、史、哲、醫、農、藝、教育等多學科協調發
展，教學與科研並重，教學研究型格局初步形
成，辦學特色鮮明的綜合性民族大學。學校現有
56個民族的全日制學生24,000餘人，其中少數民
族學生比例達到 60%以上；現有教職工 1,900 餘
人，正副教授575人；學校設有20個學院和研究
生院、國際教育學院；開設了10大學科門類的本
科專業68個，擁有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
點和6個二級學科博士點；擁有學術型一級學科
碩士授權點 19 個，學術型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
77 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 8 個（10 個專業領
域）。學校辦學條件優良，校園佔地1446畝，建
築面積73萬平方米，館藏圖書280餘萬冊，固定
資產總值 11.87 億元，教學儀器設備總值 1.7 億
元，擁有獨具特色的全國高校第一家民族學博物
館。校內綠樹成蔭、花香四季，具有濃郁民族特
色的現代化建築鱗次櫛比，湖光山色與人文景觀
交相輝映，形成了優美的教學、科研和生活環
境。

為進一步加強學校師資隊伍建設，根據學科
建設和人才培養的需要，學校長期面向國內外引
進高層次人才。

一、人才引進主要學科
1.民族學；2.中國語言文學；3.化學；4.生物

學；5.生物醫學工程；6.藥學。
二、人才引進主要對象
1.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70 歲以

下）
2.國家 「千人計劃」特聘專家（55歲以下）
3. 「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55歲以下）
4.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50 歲以

下）
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優秀創新研究群體、

教育部和國防優秀創新團隊負責人（50歲以下）
6.國家級科技獎勵獲得者（50歲以下）
7.國家級教學名師（55歲以下）

8.擇優支持的中國科學院 「百人計劃」入選
者（50歲以下）

9.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獲
得者（50歲以下）

10.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50
歲以下）

11. 「985」高校的二級教授（55歲以下）、
三級教授（48歲以下）

12.湖北省 「百人計劃」人選（50歲以下）
13. 「楚天學者計劃」特聘教授（50 歲以

下）
14.教育部 「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

人選（50歲以下）
15.國家 「千人計劃」青年項目人選（40 歲

以下）
16.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
三、人才引進待遇
詳見《中南民大 2012 年高層次人才引進公

告》（http://www1.scuec.edu.cn/rsc/）
四、聘任程序
1.學院在對引進候選人深入考察的基礎上，

經同行專家組評議，學院領導班子集體討論後提
交相關支撐材料，向學校推薦。

2.學校會議討論審定。
3.學校會議通過後由校長聘任。
五、聯繫方式
聯繫地址：中國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民族

大道708號 中南民族大學組織人事部
郵政編碼：430074；聯繫人：張老師；聯繫

電話：+86-027-67842183
E-mail：rsc@scuec.edu.cn

56個民族學子笑迎八方來客

主校區鳥瞰

三峽工程全景

湖北省移民局
湖北省移民局自1958年丹江口工程移民搬遷安置成立以

來，承擔了三峽工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中央直屬水庫

（丹江口、黃龍灘、陸水等）、清江流域水電工程（隔河

岩、高壩洲、水布埡）和地方水電工程移民的搬遷、安置和

後期扶持工作，涉及全省 17 個市（州）102 個縣（市、

區），全省現有各類水庫移民300多萬人。

用嚴要求、硬措施、真感情謀劃，強監管、好機用嚴要求、硬措施、真感情謀劃，強監管、好機

制、大宣傳造勢，眾志成城，六大舉措破解天下難題；制、大宣傳造勢，眾志成城，六大舉措破解天下難題；

以火熱心、摯愛心、責任心幫扶，更優越、更優以火熱心、摯愛心、責任心幫扶，更優越、更優

先、更優厚關懷，以人為本，百萬移民抒寫荊楚飛歌。先、更優厚關懷，以人為本，百萬移民抒寫荊楚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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