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张觅 ）6月29日下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在北京举行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表彰大
会。湖南中医药大学熊继柏教授被授予国医

大师荣誉称号，王行宽教授、潘敏求教授被
授予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至此，湘籍国医
大师增至四位， 分别为孙光荣、 刘志明、刘
祖贻、熊继柏，其中在湖南省行医的为刘祖
贻、熊继柏。

赵强

眼下， 我省许多地方正遭受高位洪水带
来的压力， 抗洪抢险成为全省上下最严峻的
任务。

然而，随着雨情水情汛情的变化，网络上也
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 “舆情”———例如，6月30日
下午开始，部分长沙市民微信朋友圈、微信群、
QQ群中出现了“长沙多路段交通瘫痪”消息，经
求证长沙交警部门后得知， 这些多系谣言；7月1
日下午， 有一张貌似长沙市湘江大道一路段路
面因洪水开裂的照片，流传于各种微信朋友圈。
有关部门及时出面澄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谣言之多， 传播范围之广， 再次提醒公
众，也提醒相关防汛部门，防谣也是防汛工作
的一项重要工作。

谣言之害，一点也不亚于洪水。首先它会
无端放大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 增强自然灾
害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7月1日晚上 ，有人
散布宁乡“黄材水库塌了一边”的谣言 ，谁能
说周边的群众不惊出一身冷汗？其次，它分散
公众注意力， 令真实防汛救灾信息的传达力
被削弱， 迫使相关部门不得不分出精力出面
辟谣，无端消耗了宝贵的公共资源。

与造谣、传谣结伴相随的，是网络上各种
对汛情、防汛抢险的娱乐、调侃。比如，除了老

套的“看海”，今年又冒出了“车船税新解”、住
在城里的人除了 “有车有房外还得有艘船”、
“喊滴滴船出行”等新“段子”，甚至PS上几只
“桨”，将橘子洲戏说一番。这种图一时之快的
行为，说到底是“看客”心态，是一种消弭干部
群众抵御自然灾害信心的风凉话。

大汛面前，造谣 、传谣 ，就是给抗洪抢险
添乱、添堵。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严格自律 ，不
制造谣言、不传播谣言，也有责任多鼓劲 、多
加油，不说风凉话。事实上，无论是擅自违法
发布气象灾害信息， 还是故意制造、 传播谣
言，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无数前车之鉴 ，值
得广大网民警之、察之。

杨兴东

7月2日下午，武警湖南总队从后勤、各
支队中紧急抽调400名官兵，驰援受灾严重
的黄兴镇敢胜垸。在这场严峻的抗洪救灾
中，哪里有危险，哪里有急难险重的任务，
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

几天前， 国防科技大学庆祝建军90周
年暨2017届本科学员毕业晚会在大礼堂举
行。台下，却空出了许多座位：150名学员当
天下午已奔赴益阳抗洪救灾前线，于是错
过了这场本该属于他们的晚会。

实际上 ， 没有一场毕业典礼比这更
震撼人心 ：前一秒 ，他们还是军校学子 ，
后一秒 ，他们紧急奔赴抗洪一线 。危急时
刻 ， 他们用实际行动为自己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毕业典礼和一次有关责任的荣誉
洗礼 。

大雨漫湘，汛情催人。令人欣慰的是，
防汛抗洪中，我们有很多的身影如国防科
大新一届毕业学员一样，奋战在每一个需
要他们的地方 。他们是旗帜 ，让身处洪灾
中的人们看到希望 ；他们是堤坝 ，不断巩
固防汛抗洪的人心秩序 。就在昨天 ，长沙

橘子洲已被洪水穿洲， 但19名工作人员仍
坚守在一线……

灾难中 ，感谢他们的无私向前 。我们
或许并不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但他们
是党员，他们是干部，他们是军人，他们是
我们的战友 ，是与我们风雨同舟 、患难与
共的亲人。 即便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可他们的付出 ，值得我们用心铭记 。哪里
最紧急，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哪里最危险，
他们就冲锋在哪里。大水无情，来势汹汹；
抗洪战士有情，始终众志成城。

而我们的关注与支持， 也是防汛抗洪
的坚强后盾。怀化辰溪，已转移3万人；益阳
桃江， 一个路口积水上涨，6名交警坚守12
小时……微博上 、微信朋友圈里 ，人们围
绕所有这些感动瞬间，一次又一次点赞加
油 ，一遍又一遍讲述和传递 。莫道天灾无
情意 ，最是风雨见人心 。所有这些线上线
下的温暖共振，其实也正是我们重建家园
的精神力量。

诗人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我们抵
御洪水肆虐 ，也正是怀着这种爱 ，对家乡
土地与人民的爱，共同托起向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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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陈淦璋）近
日召开的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经验交流暨项
目对接工作会议透露， 贯彻省政府有关实
施意见，我省小额贷款行业将稳步扩容，支
持一批依托市场、园区、产业链、网络金融
等领域的特色化小额贷款公司批筹。

省政府金融办介绍， 目前全省经批准
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219家， 注册资本187
亿元。至今年一季度末，全省小额贷款公司

累计发放贷款1072亿元， 贷款余额173.39
亿元，支持了一大批小微和“三农”企业。

对小额贷款行业来说，今年以来政策
利好不断。3月， 经省政府同意，《省政府
金融办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了加大政策
扶持、 放宽市场准入、 拓宽融资渠道、加
强监管服务等四个方面的 15条意见。6
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又出台通知，

通过税收减免，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在“三
农”、小微企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
对省级金融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
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
征增值税。

会上，10家小额贷款公司与18个客户
代表进行了项目对接签约， 中国小额贷款
公司协会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全国范围内
加强行业自律的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过这次研修班，对湖南乃至国家有
了更深更广的认识， 希望可以为湖南的发
展出一份力。”

6月23日，省委统战部、省海联会主办
的港澳台海外中青年骨干国情研修班在省
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结业仪式。 湘港青年交
流促进会副主席、 香港天机教育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何家亮作为代表在结业仪
式上发言，他表示，希望能为湖南发展出一
份力。

研修班期间， 何家亮在课余接受了记
者专访。

很幸运，
有机会到湖南做一回“学生”

绿色格衫、 理个平头的何家亮坐在省
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室里， 看上去像个大学
生。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幸运的
机会，到湖南来做一回“学生”。

20日至23日， 何家亮和来自美国、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泰国、缅甸
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50多位中
青年代表，在省社会主义学院，按时上课，
统一食宿，过了4天学生生活。

何家亮担任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副主
席，与湖南往来颇多。但这次集中学习，让
他对湖南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比如“湖
湘文化与湖湘精神”、“‘一带一部’ 与湖南
新愿景”等讲座，让他对湖南的文化、历史
和现状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和梳理， 也更
增进对湖南的认同感。

“这几天大家会在课余讨论对湖南的
认识，怎样理解湖南精神，怎样为湖南的发
展出一份力。”何家亮说，另一个收获是，研
修班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中青年代表搭
建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湘港青年交流：
从“走走看看”到共同成长

何家亮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因为偶然
的机缘加入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从此与湖
南结缘。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是旨在推动湘
港两地青少年交流的社团。 加入社团之后，
何家亮为两地青少年教育、文化、经济等领
域的交流交往，做了很多牵线搭桥的工作。

今年港洽周期间， 共青团湖南省委、湖
南省青联在香港举办“创造青年·活力湘港”
主题活动，所有在香港的联络工作，都交由
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来完成。何家亮和湘港
青年交流促进会的伙伴们， 通过自身影响
力，邀请在创新创业领域有意向、在青年人
中有影响力的香港社团来参加活动。原本湖
南省青联只提供了50-70个参会名额，最后
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达到110多个。

在推动两地青少年交流的过程中，何家亮
有一个感受，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正在从
简单的“走走看看”转变为共同成长，港洽周主
题活动的成功对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作为湖南的友好人士， 何家亮很高兴
能够参与到湖南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的大
发展中。当他第一次听到湖南人有“吃得苦
霸得蛮耐得烦”的性格特征时，觉得形象深
刻， 立刻转发到香港朋友的微信群。 他表
示，未来将更多地“推介湖南，宣传湖南，引
导更多的香港朋友走进湖南”。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左丹） 今天为
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
随后我省将进入高校招生录取阶段。记者今天
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高招录取自7月8
日开始至8月20日结束，分本科提前批、贫困
专项计划、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专
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等7个批次进行。我省今
年高考录取状态查询7月9日开通， 每天将按
规定更新。考生可以通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网站上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动态查询”
系统查询自己的档案状态。

届时，查询到的考生状态有“自由可投”“已
投档”“院校在阅”“录取”等四种。“自由可投”，表
示该考生的电子档案在信息库， 截止到目前没
有投到任何院校；或者是经投档后被退回，仍然
处于在库状态。“已投档”，表示该考生电子档案

已经被投档至某一招生院校。 此种状态下可以
查到所投院校。“院校在阅”， 表示招生院校已经
下载了已投档考生的电子档案，正在审阅。此种
状态下可以查到阅档的院校。“录取”， 表示省教
育考试院录检工作人员已对招生学校提出的拟
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 等待审批组办理最后的
审批手续，包括打印新生录取名册、审核已录考
生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盖章等。此种状态下可以
查到录取院校和录取专业。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
的艺术类院校（专业）于本科提前批开始录取，但
因招生院校一般要在了解全国各省生源情况后，
才能决定在我省的招生数量，所以录取时间可能
会适当推迟，有的高校要到本科二批投档前才能
录取结束，在此期间，该院会将已录取结束的艺
术院校名单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上公布。

7月9日起可查询录取状态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左丹）马上要
进入高校招生录取阶段了。今天，记者从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录取工作流程主要包
括确定投档比例、设置投档模板、计算机投档、
办理录退确认手续、完成录取、邮寄录取通知
书及有关资料等6个环节。

具体为：一是确定投档比例。招生学校按
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和我省要求，向我省提出
投档比例申请，经我省审核后执行。

二是设置投档模板。在每一批次投档前，将
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学校投档比例、排序成
绩项等投档条件输机，形成本批次投档模板。

三是计算机投档。 投档严格按照事先审批
的投档模板由计算机自动投档。 招生学校在规
定的时间里下载、 审阅投到本校的考生电子档
案，并根据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规则
确定拟录取和拟退档的考生名单， 按时上传拟
录、拟退信息，等待省教育考试院审查确认。

四是办理录退确认手续。省教育考试院录

检人员按照招生政策和规定对学校提出的拟
录、拟退考生名单进行审核，在出现没有注明
退档原因或退档原因不真实或未按录取规则
录取的情况时，向招生学校提出录检意见并传
给学校，招生学校在收到信息后再作出符合政
策和规定的处理意见。

五是完成录取。招生院校按规定完成本批
次各科类和计划性质的招生计划。

六是邮寄录取通知书及有关资料。招生学
校完成录取后，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形成录取考
生数据库， 并据此打印相应录取考生名册，作
为考生被高校正式录取的依据， 予以备案。高
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的录取新生名
册填写考生录取通知书，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
书，加盖本校校章，并负责将考生录取通知书
连同有关入学报到须知、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
材料一并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未加盖“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录取专用章”的录
取新生名册一律无效。

录取需经六环节

高考招生关注全省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19家

小额贷款行业稳步扩容

“希望为湖南的发展出一份力”
———专访湘港青年交流促进会副主席何家亮

何家亮 通讯员 摄

何勇海

针对长期以来, 驰名商标概念被严重
“异化”,著名商标、知名商标被当成一种荣
誉 ,由地方政府评选认定的错误做法 ,国家
工商总局日前正式“叫停”。工商总局已要
求,规范驰名商标、暂停著名和知名商标认
定。总局局长张茅明确指出:要坚持市场化
改革方向, 发挥企业作为商标品牌建设的
主体作用, 使市场和消费者成为品牌价值
的最终裁判者, 改革政府评选认定的传统
方式。

“叫停”地方政府评选认定著名商标、
知名商标，是一种必要的纠偏。著名商标、
知名商标本只是市场荣誉、商业概念，不应
是官方荣誉与官方概念。由官方评选认定
著名商标、知名商标，就有让公权力为市场
和商业做主之嫌。政府为企业背书，就有可
能伤害市场的公平竞争。比如，有关部门选
择性支持一些企业，不仅认定其为著名商
标、知名商标，还给予大量的优惠政策，赋
予特殊的市场通行证，对其他合法企业而

言，就是不公平的。
尤其可怕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评选认

定著名商标、 知名商标之后， 那些所谓的
“著名”“知名”企业相当于拿到一把“尚方
宝剑”， 自认有政府颁发的 “金字招牌”罩
着， 极可能醉心于投机取巧， 过度谋取利
益， 进行不正当竞争， 同时损害消费者利
益，甚至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风险，有损政
府公信力。比如西安地铁的某品牌“问题电
缆”，就曾被评为“陕西省著名商标”，对政
府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何其大哉？

可见， 工商总局叫停地方政府评选认
定著名商标、知名商标，无疑是扭转商标品
牌建设偏差的务实之举。当然，叫停之后还
当继续简政放权，让著名商标、知名商标与
政绩脱钩———不搞某某省、市、县（区）拥有
多少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之类的
比较、宣传与竞赛。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
都提出了商标战略，试图以“驰名”“著名”
“知名”带动企业的产销量增长，甚至在商
标评选认定上下任务、定指标，如此，怎么
不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

根据工信部《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从2017年7
月1日起， 手机厂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
预装软件。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
端应用软件可卸载；生产企业应确保已被卸

载的预置软件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升
级时不被强行恢复……

偷流量 、占内存 、侵犯隐私……随着新
政策的正式实施，这些曾经的用户烦恼都将
釜底抽薪般地一扫而光，消费者权益将得到
更有力保护。 图/陶小莫 文/钟欣文

洪水中，
请记住这群人的背影

熊继柏获评“国医大师”
王行宽、潘敏求获评全国名中医

做个梦很容易，编织一个伟大的梦
容易，但是实现梦很难 ，实现梦靠的是
什么？靠艰苦奋斗，靠一路狂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吴春波谈奋斗精神。

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民族的过去、
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

———作家刘震云寄语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生。

上次我是“活蹦乱跳”地回来，这次
我争取跑着回来！

———“铁榔头” 郎平在芝加哥完成
了自己人生的第12次手术，乐观地回应
网友和球迷们的关切。

受教育是一种权利，而不能让它成
为一种奢侈。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教育的
未来变得更好。

———中国人气少年偶像组合TF-
BOYS成员王源近日被任命为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任命仪式上他
如此表态。

防汛关头，
造谣传谣就是添乱添堵

把评价商标的权力交还市场

手机擅自预装软件就是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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