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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在校大学生朋友们：
祝贺你们在美好的金秋时节走进

校园，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
大学校园是潜心学习、塑造品格的

殿堂 。 在这里你可以尽显个人才华 ，
结识各方同学和朋友， 但同时也需要
你时刻擦亮眼睛， 在纷繁复杂的环境
中清醒头脑、 明辨是非； 特别是作为
已经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 ，
更需要对自己保持理性约束， 避免掉
进不法陷阱， 导致学业受损， 伤害自
己或家庭 。去年以来 ,一些打着 “校园
贷 ”“现金贷 ”“美容贷 ”“培训贷 ”等名
义， 专门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非法金
融活动的现象不断出现。 他们通过网
站、APP及校园代理等渠道开展业务 ，
借口 “扶持创业”“助学扶贫” 等多种
旗号 ，以 “分期偿还 、低利息 ”甚至 “零
利息” 迷惑吸引同学们贷款。 看似手
续简单便捷， 实则充斥了重重不法陷
阱 。一是往往利用 “指标费 ”“服务费 ”
或其他名目收取高额手续费， 导致应
偿还本金远高于实际获得贷款额 。如
贷款1万元 ， 你实际能获取的贷款也
许只有9000元甚至更少， 变相加重你
的债务负担。 二是利用分期还款掩盖
高利率真相。如一次性贷5000元，分12
个月还清， 看似每月仅需偿还551元，
感觉压力小、 较划算， 但连本带息实
际需还款6612元， 折合年利率已高达
32%。三是逾期还款条件极为苛刻 ，让
你无形中承受巨额债务风险。 网贷公
司只要在合同或电子授权上取得你
的个人授权 ， 一旦出现借款逾期 ，往
往需要支付高额违约金或按天计算
利息 ， 并且实行复利计息或利滚利 ，
本息连还导致严重超出个人承受能
力， 陷入债务偿还恶性循环。 四是往
往采取威胁、 恐吓等不法手段催收欠
款 ，导致 “欠款跳楼 ”“裸条借贷 ” “暴
力催收” 等现实悲剧屡次发生， 给自
己带来无尽伤害。 轻者严重影响学业

或被迫离开校园， 重者连累父母家人
甚至丧失理智逼迫自身作出极端事
件。 尽管公安机关及金融管理部门对
此类不法借贷行为加大了依法打击惩
处力度，但由于其手段方式极为隐蔽，
欺骗性、误导性强，你稍不注意自我保
护，风险仍随时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为
此， 我们郑重呼吁并倡议全体大学生
朋友从自己做起， 坚决抵制各种非法
网络借贷行为， 有效维护个人合法权
益和人身财产安全。

一、始终坚持以学业为主，积极倡
导理性消费。 坚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念，自觉摒弃攀比心理，坚决纠正脱离
个人消费能力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
从众消费等错误做法，努力培养一心学
习和艰苦朴素、量力而行、勤俭节约、体
谅父母的优秀品质。

二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坚决抵
制各类非法网贷行为 。 坚决做到不
参与 、不接触非法网贷活动 ；不充当
非法网贷宣传员 、代理人 ，不从中获
取非法利益 ； 不使用个人信息为他
人网贷提供便利 ， 也不冒用他人身
份信息为自己进行网贷 。 遇身边同
学朋友有申请办 理 网 贷 业 务 的 ，友
善提醒尽快了结 、 防范风险并及时
报告学校或老师 。

三、确因生活困难或学业需要申请
贷款帮助的，主动向父母或学校反映困
难， 坚持由家庭出面或学校统一组织，
通过正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助学贷
款等业务。

四、 不慎陷入 “校园贷”“现金贷”
“培训贷”“美容贷” 及其他民间借贷纠
纷的，第一时间向学校、家长报告情况
或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通过合法途径
解决纠纷或寻求帮助。

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湖南省教育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员会
2017年9月20日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刘仲秋）今天是第37个世界粮食日，省粮
食局联合省农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妇
联和常德市政府主办的2017年世界粮食日和

全省爱粮节粮宣传周主题宣传主会场活动在
常德市举行。

我省的活动着重宣传推介“优质粮油工
程”，展示湖南“好粮油”行动计划实施内容，推

广科学储粮技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呼吁全社
会爱粮节粮， 科学消费， 有效减少粮食浪费损
失，实现“隐形”增收，助力国家粮食安全。

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改变移民未
来———投资粮食安全，促进农村发展”。在世
界粮食日和全省爱粮节粮宣传周期间， 我省
其他市州同时启动粮食增收进农户、 优质粮
油进家庭、爱粮节粮进学校等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
长沙市沙坪小镇绣娘云集，她们以针为笔，以线
为墨，于布上画花鸟、走龙虎，一场紧张刺绣巅
峰较量战鼓擂响， 全省75名刺绣高手齐聚于
此，参加湘绣技能竞赛决赛。据悉，这是湖南
省“湘字号”（即“五湘”，湘茶、湘绣、湘瓷、湘
酒、湘竹）传统技艺工匠竞赛的第四场比赛。

此次竞赛内容分为刺绣工艺理论知识考
试和刺绣现场制作技能考核两个部分。 总成
绩按100分计， 前者占10%， 后者占90%。其

中，现场制作技能考核分二类，一类为以长沙
地区为中心的刺绣，组委会给定主题，选手根
据报名时确定的参赛类别， 在给定题材中抽
取1幅图案，在规定尺寸的缎料上完成作品制
作；一类为少数民族刺绣和挑花、十字绣等其
他花样刺绣，选手自备材料，自带工具，依据
组委会指定主题设计制作1件（套）作品。参赛
选手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类参加竞赛，并在3天
时间内现场独立完成竞赛作品。

据悉，本次竞赛将持续到10月19日。获得

决赛第一名的选手经大赛组委会评定并公示
无异议后，将由省人社厅、省总工会授予“湘
绣工艺大师”， 奖金5万元， 由省总工会授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名至第十名，由
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湘绣
优秀工匠”，奖金各1万元。

据了解，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
湘楚文化特色、湖南境内各民族刺绣艺术的总
称。其中持续年代最长久、参与人数最多、欣赏
者最广泛、文化积淀最厚重、情感因素最深沉的
主要有以长沙地区为中心的刺绣，湘西和湘西
南地区的苗族刺绣，湖南新晃、通道一带的侗族
刺绣，湘南地区的瑶族刺绣等少数民族刺绣和
挑花、十字绣等其他花样刺绣。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 衡阳市南岳区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加快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10月16日上
午，衡阳市南岳区举行全域旅游机构授
牌仪式， 为新成立的4个全域旅游专门
机构授牌。

据悉，南岳区旅游局已更名为南岳
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并施行“1+4”旅游
综合管理新机制。新授牌成立的旅游警
察大队、工商旅游分局、旅游综合投诉
处理中心、 旅游速裁法庭等4个全域旅
游专门机构，将进一步释放旅游动力和
活力。

在活动现场，南岳还就全域旅游发
展与相关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南岳将建设房车综合营地，开通
低空飞行等游览项目，并投放“打令小
宝” 机器人， 设立VR智能手机租售服
务，实现人工智能导游，为游客提供新
鲜旅游体验。

当天，南岳区还举行了“旅游扶贫·你
我同行”签约仪式，分别与花垣县边城镇、
祁东县凤歧坪乡签订为期1年的旅游农副
土特产品销售合作协议，让全域旅游“红
利”辐射更广。

今年以来， 南岳区为推进全域旅游，
加大改革力度、突破产品开发、优化旅游
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全域旅游发展驶入
快车道。今年1至9月，共接待游客867.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7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2.05%、13.60%。

关于坚决抵制
校园非法网络借贷行为的倡议书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
省环保厅今日发布全省前三季度和9月
份环境质量状况。1-9月， 全省14个市州
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2%，同
比上升1.6%， 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城
市是永州、吉首和怀化，居后一、二、三位
的城市是株洲、湘潭和长沙；全省地表水
水质总体为优，全省水质断面达标比例为
94.2%。

1-9月，全省14个市州城市大气中的
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
氧化硫浓度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长株
潭地区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14个
市州城市的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3.6%，PM2.5的平均浓度同比大幅度下
降31.4%。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1-9月，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 ,� 一至三类水质
断面325个，占94.2%。其中，324个江河
评价断面中，水质达标率为98.8%；21个
湖库评价断面中，水质达标率为23.8%，
洞庭湖湖体总磷平均浓度由0.080毫克/升
下降为0.071毫克/升。9月份， 全省29个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
唯一超标的水源地为益阳龙山港断面锑
超标。

通报指出了全省前三季度存在的大
气和水环境方面突出存在问题，并向相关
市州人民政府提出了整改意见。

前三季度永州吉首怀化空气质量最好
●全省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2%，同比上升1.6%
●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洞庭湖湖体总磷平均浓度下降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改革办、省总
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举办的湖南省
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决赛在长沙举行。

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从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加强机关（基层）党建、优
化管理服务等方面，以省直各单位和广
大党员干部职工立足单位职能、岗位职
责所设计、实施的工作创新项目（新制
度、新机制、新工作法、新产品、新技术、
新标准等）开展比赛。省直和中央驻长
各单位在编或聘用期一年以上的在岗
党员和干部职工均可参赛。大赛开展以
来，省直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积
极响应，参与踊跃，共有83个厅局级单
位申报了四类创新项目共321个， 其中
经济社会发展类87个、 党建类63个、管

理服务类121个、其他类50个。经过专家
认真评审，先后产生了各类别前20名及
前8名项目。

各类别前8名项目进入本次工作创
新大赛决赛，每个决赛项目展示形式自
定，时间不超过10分钟，展示完毕评委
按决赛评分细则现场打分。专家评委组
3人，分值占比70%；组委会评委组5人，
分值占比15%；大众评委组10人，分值
占比15%。

最终省委党校的《“党校姓党”微学习
平台》、省公安厅的《湖南公安警务大数据
中心》、省政协办公厅的《湖南政协云》、农
委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的《养殖场病原微
生物拮抗菌剂》分别获得党建类、经济社
会发展类、管理服务类、其他类等四个分
类的第一名。

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决赛在长沙举行

施行“1+4”旅游综合管理新机制
南岳组建全域旅游专门机构

我省举办第37个世界粮食日活动
呼吁全社会爱粮节粮

湖南湘绣技能大赛开赛
75名绣娘拼巧手

� � � � 10月16日上午，选
手们在参加湘绣现场制
作技能考核。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10月11日，沙洲村全貌。 安新志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杨锦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的“半床被子”的感人
故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就是“半床被
子”故事发生地。10月上旬，记者从汝城县城
出发，上平汝高速，再转厦蓉高速，40分钟就
到了沙洲村。虽是深秋，天气渐凉，但公路两
旁的树木还是绿意葱翠，远处层峦叠嶂，群山
怀抱中的沙洲村犹如大山深处的一颗明珠。

下了高速，一条崭新的沥青路直通村里，
一栋栋青瓦白墙江南民居装饰一新， 道路旁
新栽植的香樟、桂花等成行成片，村里用于接
待游客的开阔广场正在加紧修建中。 村子中
央一组“半床被子”的青铜雕塑，把83年前那
一幕，艺术地再现于世人面前。绕村而过的滁
水河， 披上了生态护坡， 两岸新修了游客栈
道。一座灵动飞跃的石拱桥，连通南北两岸。

“现在交通方便了，到我们村很方便啊。”
看到记者一行的到来， 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
中建乐呵呵地说， 以前从县城到村里要两三
个小时，高速开通后现在只需要40分钟。

红军长征时期，在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
军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
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后，沙洲村更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汝城红色资源十分丰富， 沙洲村成为焦
点，是机遇更是挑战。文明瑶族乡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叶涛介绍，汝城地处湘粤赣交界处，
是湖南郴州、广东韶关和江西赣州“红三角”
中心地带。

“这么好的红色资源，如果不加以综合利
用，我们将愧对革命先烈。”谈起红色资源的
利用，汝城县委办副主任袁荣亮感慨万千。

袁荣亮介绍，今年，以“半床被子”故事为
主线的沙洲红色景区已经正式开建， 该景区
以沙洲村为核心，包括周边文市、韩田、秀水
等村庄及厦蓉高速文明出入口至旅游公路沿
线，科学规划了旅游公路、森林景观提质、游
客服务中心、“半床被子”纪念馆、滁水河风光
带、村内立面改造、农业生态观光园等8大类
41个重点项目，总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目前，
各项目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

沙洲村村主任、“半床被子” 故事主人公
徐解秀的曾孙朱向群告诉记者，为了这一天，
他们等了几十年。2005年村里安装“沙洲瑶族
村”景观石的时候，大家就梦想着把沙洲村建
设成红色文化传承基地、旅游基地。今年乘着
党的十九大东风，景区建设马上要完成了。

“现在全村500多人，天天有200多人在景
区建设工地务工，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村里来
了2万多游客。景区还没有开业，他们就尝到了
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的甜头。” 朱中建告诉记者，
村里开发的商业街，已有3栋商铺被承租。村集

体建设的“扶贫农庄”，已被外地投资商租赁，每
年租金14.5万元。 村支两委决定每年拿出这笔
租金的70%用于扶贫。现在，全村还有20户52人
没有脱贫，预计年内都能顺利脱贫。

“村里这些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搭帮
党的政策好！”朱中建介绍，沙洲地处偏远山
区，前些年村组道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交通十分不便，后山的四季水果
没有办法运出去。

面对困境，几代沙洲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带领下，寻求村经济发展的好路子。没有电，村
支两委带领群众自筹资金，在村前的小河筑坝
蓄水发电；没有路，全村人齐上阵，硬是靠双手
修起了路；为了让后山水果更甜，他们不远千里
悉心请教专家，传授技术，改良品种。

由于村子土地少、人口少，大规模种植不
现实，村里根据专家的意见，提出了走“高、精、

尖”水果种植发展的道路。这些年，全村紧扣“清
洁能源、红色旅游”综合一体休闲农庄的发展道
路，大力发展沼气池、太阳能等新能源。

朱新亮是沙洲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5年12月，他在家里办起了农村电商平台，
在沙洲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好品质的水果，不愁没有买家。如今，
我们村的水果通过我的电商平台销售供不应
求，最远的卖到了泰国。”朱新亮自豪地说。

“依靠后山的优质水果，村民们收入一年
比一年高，腰包鼓起来了，说话也有底气了。”
谈起近年来的经济效益，朱向群开心地笑了。
全村以特优水果、反季节蔬菜种植为主，2016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000元。

“村里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这在以前想都
不敢想啊，相信党的十九大后，老百姓的日子
会越过越好！”村民朱建辉感慨地说。

建红色景区 筑小康之梦
———“小村故事”之十四

沙洲村：

周小雷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
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在沙洲村徐
解秀的故居，挂在墙壁上“半床被子”的故事，感
动了无数来访者，也感动了沙洲村几代人，共产
党与老百姓血浓于水的情谊在村里代代相传。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红军与老百姓团结一
心、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美
诗篇。今天，虽然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是我
们党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的初心永
远没有变。

在沙洲村采访，让记者感触最为深刻的是
当地党员干部为了带领村民早日脱贫致富 、

只争朝夕的责任与担当。
沙洲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资源贫乏，

但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 村支两委想
尽了办法 ；没有电 ，自筹资金筑坝发电 ；没有
路，全村人齐上阵；为了水果更甜，请专家指导
水果种植。新时期，又吹响了沙洲红色旅游景
区建设的号角，招商引资，科学规划，开发乡村
旅游，建设美丽新农村。

在大家的努力下， 我们欣喜地看到路通
了、房子更漂亮了、红色景区也快建好了，村民
们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让村民们过上丰衣
足食的小康生活，沙洲村“半床被子”故事在续
写新篇。

� �■记者手记

“半床被子”续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