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龚承平 ）10
月17日， 中国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高端对话在
北京举行。会上，创谷———长
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管委会
分别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
湖南广播电视台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 举行了湖南广播
电视台广告创意基地、 新华
社新媒体中心产业研发基地
落户产业园授牌仪式。 国务
院副秘书长王仲伟、 新华社
副社长慎海雄、 副省长张硕
辅出席。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各方
的交流和合作共谋发展，为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
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活动
中， 相关代表进行了主题演
讲。 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学
者、 主要互联网企业负责人、
媒体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他们围绕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趋势，
探究新媒体产业经济与新媒
体产业孵化、新媒体形式下的
传统行业变革等主题进行了
精彩发言。

此外，还举办了“新媒体·
新经济·新梦想”2014中国创
谷新媒体梦工厂大赛启动仪
式、“新媒体与新媒体经济”主
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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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在京对话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蒋进 吴炳）芦笙悠悠，歌舞飞
扬。今天，通道侗族自治县庆
祝建县60周年暨中国·通道
第十届侗族芦笙文化艺术节
在县城萨岁民族文化广场举
行。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
祝贺团， 湖南省及怀化市祝
贺团成员与通道侗乡各族同
胞欢聚一堂，共庆佳节。省祝
贺团团长、省委常委、省委统
战部部长李微微出席大会并
讲话。

通道是湖南最早成立的
少数民族自治县。60年来，通
道在前进中积极探索、在发展
中锐意创新，全县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405倍，财政收入增长
536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491倍。各项事业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
祝贺团团长张湘冀在庆祝大
会上说，通道各族人民要在县
委、县政府带领下，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凝聚力量、务实奋进，不断
加快通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步伐，不断谱写通道民族团
结进步的新篇章。

李微微代表省委、 省人
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和
省祝贺团，向通道侗族自治县
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希望
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以
60周年庆典为新的起点，团
结带领全县各族同胞，进一步
发扬革命老区光荣传统，不断
解放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充
分发挥优势，全面打造宜居宜
游宜业新通道。

随后， 县庆文艺演出在
欢快的《侗寨欢歌》中拉开帷
幕， 来自本土的2000余名演
员登台演出了独具侗族特色
的歌舞。由现场1.5万余名来
宾和群众参与的大型歌舞
《万人哆耶大团圆》， 将演出
推向高潮。

当天，通道举行了游园文
化活动、侗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论坛、斗鸟与斗鸡比赛、本土
原创歌舞与民族广场舞表演、
龙灯表演， 进行了侗族芦笙、
侗锦织造技艺、侗戏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

通道侗族自治县
庆祝建县60周年

本报记者 陈永刚

今年9月19日， 阿里巴巴在美成功
上市，马云及其团队的财富故事引发了
新一轮电子商务的发展热潮。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
人，能否在电子商务的汹涌大潮中勇立
潮头、抢占一席之地？连日来，记者对本
土电商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走访。

本土知名电商品牌寥寥无几

湖南人爱网购，从去年的网络购物
订单数可见一斑：3.3亿单，在全国排名
第九； 如果按全省2410万网民算的话，
平均每人网购近14单。

不仅如此，湖南电子商务产业也初
具规模。 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电子商
务交易总额1215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
216亿元。今年上半年，湖南电子商务交
易总额和网络零售额双双超过去年全
年，分别达到1370亿元和235亿元。

然而，相比于湖南强劲的网络购物
能力，本土电商的发展却与江浙发达地
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数据显示，每天
运进湖南和从湖南运出的网购包裹比
例为8∶1，网上购物湖南付出去和收进
来的人民币比例为9∶1，淘宝网上的湖
南居民网购额与湖南网商的销售额比
例为10∶1，湖南电商业呈现明显的“逆
差”格局。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也不讳
言，与发达省市比，目前湖南的电子商
务还“小、散、弱”，尤其是有名的本土电
商品牌寥寥无几。

湖南正打造中南地区电商中心

为促进本土电商快速发展，树立本
土电商品牌，2013年，我省出台《加快电
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从14个
方面支持电子商务发展。2014年， 湖南
又出台政策，从引进人才、保障资金、净
化环境等方面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

长沙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唐靓认
为， 湖南发展电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带一部” 将促使湖南成为全国重要
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中心；随
着沪昆高铁的贯通，以及黄花国际机场

的国际物流中心以及临空产业区的加
快建设，长沙将成为中部最大的高铁枢
纽和区域性的国际航空枢纽； 湖南得天
独厚的交通优势为商品集散和物流辐射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目前湖南已成为中
部地区最具吸引力的电子商务落户区。

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同意
东莞市等30个城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的通知》， 长沙和株洲入选第
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本土电商正在发力

从去年以来，湖南本土的零售巨头
友阿、步步高、通程全部“触网”，搅动本
土电商竞争的一池春水。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曾表示，湖
南本地有很多优秀的连锁企业，它们拥
有实体门店，同时也希望在网上开设商
城， 它们的消费者集中在湖南本地，与
淘宝、天猫等相比，它们更需要一个本
地化的电商服务平台，帮助它们打通线
上线下。

10月18日，在望城滨水新区，一家
立志以“打造中国人自己的门户网站”
为愿景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信息导
航网（www.37698.com）扬帆起航。

“目前，全国的电商巨头主要为京
东、淘宝等较为成熟的购物网站，而传
统企业大都依附于这些平台进行销
售。” 中国信息导航网执行总裁匡芷毅
认为，这些大型网站背后，大多有着国
外资本、财团的身影，他们掌握商家、厂
家及购买人的相关经济信息后，有可能
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民信息秘密造成
威胁。

“为什么我们提出‘打造中国人自
己的门户网站’？ 因为我们不会接受外
资控股。”匡芷毅表示，中国信息导航网
集商品供求、招商加盟、招聘求职、促销
资讯等多维信息共享于一体，可以为广
大国内企业和国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
高效的网络环境。

目前，湖南商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已投入人民币6720万元运营中国信息
导航网项目，2014年下半年还将全面启
动中国信息导航网城市电子商务创业
园的建设， 预计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220.49亩。2018年项目在望城
建成投运后，预计引入配套服务企业约
600家， 总体用人规模超过6000人，年
度经济效益将近10亿元。届时，该项目
将建成湖南省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全方
位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创业服务园。

湖南电商能否玩出大名堂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娟） 今天，
由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举办的“亲爱的日子———何立
伟文学艺术三十年” 展览暨
“文学与时代大家对话” 文化
沙龙在长沙市月湖时当代艺
术中心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肖雅瑜、老同志谭仲池
出席。

何立伟是文学湘军的主
将之一， 先后创作出版了约
300多万字的小说、 诗歌、散
文以及漫画、水墨画、摄影、电
视作品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与
文艺作品，曾入选《收获》杂志
评出的“读者最喜爱的100位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

本次展览是何立伟在我
省举办的第一个大型个展，共
展出文学著作、 历史图片、小

说手稿、 作家信笺等文史资
料，以及绘画、漫画、摄影等艺
术作品100余件。以文献展加
艺术展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何
立伟在过去30年的各种艺术
成就，回顾总结了何立伟的创
作历程。

在开幕式上，著名作家韩
少功与何立伟围绕“审美的文
学与亲爱的日子” 这一主题
进行了高峰对话。 通过对何
立伟生活和艺术创作经历的
叙述， 探讨当代文学艺术与
生活审美的关系， 辩思其内
在的统一性。

展览将持续到 11月 18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期间，还
将举行文学大师论坛、文学理
论研讨会、 主题艺术沙龙、文
学艺术鉴赏分享会等多种艺
术类活动。

“亲爱的日子———何立伟
文学艺术三十年”展览开幕

10月18日下午
3点，随着最后一块
钢梁吊装到位 ，长
沙梅溪湖“中国结”
步行桥顺利合龙 。
梅溪湖“中国结”步
行桥名为梅溪湖梅
岭公园跨龙王港河
步 行 桥 ， 由 荷 兰
Next建筑事务所设
计， 因其独特的造
型，又被称为“中国
结”步行桥。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颖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周科际）今天，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
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迎来
她百岁生日。美国雅礼协会代表，我国
两院院士金展鹏、夏家辉、鞠躬、周宏
灏、曾益新，湘雅医学院创始人的后人，
以及4000多名海内外湘雅校友和近万
名湘雅医学院师生，参加了在该院体育
场举行的庆典仪式。

庆典仪式前，人们参观了刚揭幕的
湘雅文化墙。文化墙上，胡美、颜福庆、
张孝骞、 汤飞凡4位湘雅杰出人物的雕
像栩栩如生， 他们的故事令人敬仰。
1906年， 美国人胡美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 创办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
1914年，中美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诞生，耶鲁大学医学博士颜福庆担任校
长，胡美任校务长，开创了中国西医高

等教育的先河。抗战时期，为了保存湘
雅医学院，该院第一届毕业生、我国消
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放弃协和的优厚
待遇， 出任湘雅医学院第三任院长，带
领全体师生西迁至贵阳山沟里流亡办
学整整8年时间。 湘雅医学院毕业生汤
飞凡，1955年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
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
国人。

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湘雅医学院从
首创中国护理教育到最早的西医高等教
育，再到门类齐全的现代医学教育，如今

已成长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基
地。学院现设有11个本科专业，下设6所
学院， 有6所直属附属医院及2所非直属
附属医院，建有24个临床教学基地，国家
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2个，国家精品课程21门，是教
育部和国家卫计委共建的十所部属综合
性高校医学院之一， 是世界医学教育联
合会(WFME)与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
会(IIME)在中国同时进行两个标准试点
研究的两所院校之一， 是第一批试办八
年制医学教育的五所院校之一。

秉承“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
确，必邃必专”的院训院风，学院造就了
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一大
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培育了
数万名医学各类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两
院院士12人。在医学领域解决了众多国
家级、世界级难题。近10年来，该院每年
开展数百项课题的研究，与世界25个国
家和地区学术交流密切。每年选派超过
50%的八年制医学生赴耶鲁大学、E-
mory大学、康奈尔大学、匹兹堡大学等
著名大学学习交流。

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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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成效】

●共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
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
的问题11个，查处12人；查处公款大吃大喝、
参与高消费的问题3个，查处4人。

●查纠城乡低保错保漏保769人 ，新
增城乡低保9673人 ；查处违规纳入农村危
房改造的36人 、违规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
的55人 ； 查处落实惠民政策优亲厚友 、以
权谋私的案件15件 ，查处17人 。

●查处不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征地拆
迁补偿款的案件7件，查处1人；查处侵占挪
用各种补助资金的案件19件， 查处29人；查
处对群众欠账不付、 欠款不还、“打白条”、耍
赖账的问题3个，查处4人。

●主动上交 “红包” 及购物卡的干部
385人 ，上缴金额336.2万元 ，查处34人 ，
查处金额495.4万元。

●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共减少
收费、罚款项目164个；查处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问题89个，涉及金额1369.5万元，查
处117人。

●完成清理村级财务和“三资”问题的
村有1618个 ，查处案件43件 ，查处违法违
纪村干部21人，查处金额898.3万元。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尹大为 ）“每到刮风下
雨，总害怕房子会突然倒塌，一家人有
时会跑到亲戚朋友家借宿， 现在终于
可以在自己家里睡个安稳觉了。”10月
17日， 湘乡市白田镇薰山村的五保户
刘根生笑得合不拢嘴， 他曾居住的危
房变成了3间坚固、实用的平房。今年，
白田镇的工作人员按照湘潭市的统一
部署，将危房改造与特困户建房、移民
安置房工作相结合， 重点援助住在危
房中的五保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众，启
动的53户农村危房改造， 目前已经全
部竣工。

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湘潭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际效果，破解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解决了一
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突出问题，
凝聚起了推进湘潭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的磅礴力量。

湘潭坚持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入手，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整治
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在征地拆迁方面共
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37个， 查处35
人；在涉农利益方面共查处损害群众利
益问题30个，查处82人；在涉法涉诉方
面共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40个，查处
37人；在安全生产方面共查处损害群众
利益问题2026个，查处313人；在食品药

品安全方面共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261个，查处263人；在环境保护方面查
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115个，查处97人；
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查处损害群众利
益问题137个，查处198人；在医疗卫生
方面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154个，查
处115人。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该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共建立便民服务中心1331个；共
有393个单位（包括市县直属单位、不
含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 公开和简化
了办事程序， 占单位总数的93.3%；共
查处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12件，查
处12人。

湘潭还从“舌尖上的浪费”、“车轮
上的腐败”、“会所中的歪风”3个方面
入手，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

识和执政为民意识，开展专项整治。共
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公务用车148
辆；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47308平方
米；压缩“三公”经费金额7606万元，下
降20%；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62批
次，减少人数201人。对“四风”问题的
较真碰硬， 让群众对干部作风转变有
了切实的感受， 民意调查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

湘潭：坚持问题导向 解决群众之困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晒晒整改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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