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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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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彭新理）4月28日，省
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关于防
范打击“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
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要求推动涉众型金融
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
进，具体包括“十个严禁”内容。

《公告》强调，严禁任何单位和
个人，未经依法批准并取得相应资
质，开展或从事放贷业务。

严禁具备合法放贷资质的机
构，超过法律最高限额标准收取贷

款利息，或以任何变相方式从事非
法高利贷业务。

严禁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
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
宣传或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
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借
款。

严禁采用故意设置违约陷阱、
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造成被害人
违约，或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行要
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套取金
融机构信贷资金或通过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筹集
资金后再开展高利转贷。

严禁以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侮

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向借
款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催收贷款。

严禁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
贷款和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
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
取高额利息（费用）实施变相发放
贷款行为。

严禁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
合法金融渠道为“套路贷”“校园
贷”“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
服务便利。

严禁执业律师、公证员、仲裁
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为“套路贷”“校
园贷”及非法高利贷机构平台以出
具律师函、公证函、仲裁书等形式
向借款人催收借款，或协助以虚假

事实提起诉讼、实施仲裁、办理公
证及帮助转移违法犯罪所得。

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
员为“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等
非法金融活动充当保护伞或以其
他形式站台增信、提供协助支持。

《公告》指出，以上“十个严禁”
是涉众型金融领域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及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
一旦遭遇“套路贷”“校园贷”“高利
贷”等非法金融活动，应积极采取
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发
现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向当地政府
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举报，对涉嫌违
法犯罪的，请持相关证据线索第一
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近日，盘踞桂阳县多年的两个
欺行霸市团伙被打掉，市民纷纷拍
手称快。

自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来湘督导以来，省市场监管局以督
导为契机，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强力推进，针对突出
问题，严打“市霸”“行霸”，全面净化
市场环境。

精心部署， 重点打击
“行霸”“市霸”

“要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经营秩
序的‘行霸’‘市霸’。 ”4月3日，省市
场监管局第三期“市场监管大讲
堂”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讲
座，传达了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要求全省市场监
管部门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
领导责任，结合行业特点，扎实开
展专项行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 省市场监管局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精心部署，制定了《关于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决策部署有关事宜的通

知》《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等一系列文件，印发了《湖南省市
场监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职责和工作制度（试行）》，将扫
黑除恶工作列入机关绩效考核体
系。

设立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
部门12315投诉举报专线和电子
邮箱，及时处置群众举报。针对群
众举报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
保护费等黑恶势力， 进行重点打
击。截至目前，共发现并移送涉及
传销线索15件、 欺行霸市线索2
条、强买强卖线索2条、非法集资
线索4条、敲诈勒索线索3条。

专项行动，把握“关键
点”打出“组合拳”

从1月8日开始，省市场监管局
联合省直14个部门开展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严厉打击
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制假售假、传
销、违规直销及其他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行为。 截至目前，全省开
展协作执法450次， 立案268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07.57万元。

将扫黑除恶与市场监管有机

结合起来，把握“关键点”，打出“组
合拳”，斩断黑恶势力的经济链条。
省市场监管局针对不同季节、不同
行业领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
打击传销、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红盾”护农、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 打击制假售假等专项行动，整
治市场乱象。

开展“红盾”护农行动，重点打
击涉农违法违规行为，摸排是否存
在强买强卖种子和其他涉农生产
物资的黑恶势力行为。

开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宣传
工作，排查涉黑涉恶线索，严厉查
处传销活动和传销案件。 截至目
前，全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捣毁
传销窝点2300余处，批捕460人，刑
拘763人， 移送司法机关案件558
起。

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行
动，严厉打击非法会议营销虚假宣
传、违法广告、制假售假、违规直
销、违法传销及其他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行为。

多方联动， 专项斗争
深入推进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

省市场监管局探索建立多方联动
机制。 多次牵头会同公安、民政、住
建、农业农村、商务、文化旅游等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制定部门协作工
作制度，建立线索移交和重大事项
会商机制。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助公安、民政
等部门开展了打击侵吞集体资产、
操纵经营“黄赌毒”“地下钱庄”、非
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等扫黑除恶
行动。

截至目前， 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共出动执法人员12.5万人次 ，
检查各类市场主体1.8万个次，受
理群众举报及摸排涉嫌黑恶线
索 1731条 ， 查办经济违法案件
2.76万宗，罚没1.61亿元。将存在
问题的81.5万户市场主体全省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其中 ，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1.8万户，联合限制失
信担任公司高管的被执行人1.3
万人次。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
契机， 聚焦扫黑除恶斗争重点任
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全
面净化市场环境。 ”省市场监管局
局长向曙光说。

杨一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 更好引导群众、 服务群
众。 ”辰溪县委认为：抓好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是统一思想认识、凝聚社会
共识的迫切要求， 也是推动县级媒体
转型升级，建强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必由之路。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在省委、市
委的指导下，辰溪县始终坚持“科学整
合、深度相融，移动优先、内容为王，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积极探索媒体融
合发展模式， 大力推动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 着力打通党和人民群众信息
沟通的“最后一公里”。

坚持科学整合，深度相融。 县委常
委会多次专题研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工作。 制定了《辰溪县融媒体中心建
设实施方案 》， 科学整合各类媒体资
源，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
和社会信息枢纽。 辰溪县融媒体中心
已构建“1+8”的全媒体传播矩阵，“1”：
即一个融媒体中心；“8”：即电视台、广
播台、辰溪新闻网、“微辰溪”微信公众
号、辰溪发布微博号、新湖南客户端 、
辰溪融媒抖音号、辰溪手机报。 同时 ,
在政策、人才、资金、机制方面全方位
保障，针对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绩效
考核等关键环节进行改革。 按照融媒
体指挥中心的思路，优化重构“策、采、
编、审、发”的内容生产流程，确保真正
实现从“简单相加”到“深度相融”。

坚持移动优先，内容为王。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 ，

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 牢牢占据
舆论引导、思想引领 、文化传承 、服务
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辰溪县目前正与
省级技术平台合作， 开发的 “辰溪融
媒”APP，设置了新闻报道、掌上民声、
智慧辰溪等版块， 实现渠道下沉和资
源整合， 聚集起大量用户并建立用户
黏性，构建起新型媒体平台 ，实现 “一
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 、全媒传
播”。 同时, 围绕新闻主业， 注重运用
H5、VR、微直播等新技术手段，综合图
片、音乐、动漫、视频等多种传播元素，
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主题宣传， 科学有
效开展热点引导，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努力打造“内容为王”的新闻精品。

坚持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建好县
级融媒体中心， 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群
众，服务群众。 作为中央确定的全国5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 ，
辰溪县坚持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与融媒体中心建设深度融合，在“辰
溪融媒”APP设置“文明实践”版块，完
善了活动新闻报道、志愿者注册、志愿
服务项目库等功能，县中心、乡(镇)所、村
站和各志愿服务队可以上传视频、图像、
文字、语音到客户端数据库，融媒体中心
“深加工”制作成各类融媒体作品，更好
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辰溪落地生根。同时，深入推进
“新闻+政务+服务”工作，不断强化客户
端的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确保实现政
务信息查询、生活缴费、社保查询、农科
技术等功能，倾力打造好辰溪融媒体中
心“指尖上的服务”。

(作者系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辰溪县委书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
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近日
进驻湖南省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
作。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6
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
月。 督导进驻期间（2019年4月1
日—4月30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055， 专门邮政信箱：

湖南省长沙市A065号邮政信箱 。
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 ∶00—20 ∶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
第16督导组主要受理湖南省涉黑
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
理。

2019年4月4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行业整顿见成效

严打“市霸”“行霸” 净化市场环境
———省市场监管局重拳整治市场乱象

防范打击“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

“十个严禁”剑指非法金融活动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依法批准并取得相应资质开展或从事放贷业务

打通党和人民群众
信息沟通的“最后一公里”

———县（区市）委书记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媒体融合正当时

荨荨（上接1版）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 发轫于辛亥革命之

后的新文化运动进入 “后半场 ”，并最终铸就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为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准
备。从此，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
化。

五四以前，中国国力积贫积弱，国民精神
萎靡不振。虽有四万万之众，竟如一盘散沙 。
偌大的国度，既无广开言路的民主，更遑论紧
跟时代步伐的现代科学。彷徨、苦闷、麻木、愚
昧、 落后……几乎是那个时代社会大众的精
神标签。

中华民族从不缺少舍生取义的真正勇
士。自鸦片战争以始，中国的志士仁人从未停
止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的决然
奋斗，由器物而制度，从改良到革命 ，无数人
东奔西走，上下求索。然而，无论是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抑或辛亥革命，无不以惨淡的失败
告终。

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 但没有从根本上
推翻封建制度，只不过把皇帝换成总统，军阀
代替官吏。“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
大努力， 给他个连根拔起， 不足以言摧陷廓
清。”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
改名 《新青年 》）开始 ，一场以提倡 “德先生 ”
（民主）、“赛先生”（科学），反对旧道德 、旧礼
教的新文化运动渐成气候；到五四时期，终于
声势大张，开花结果。从此，浩浩荡荡的新思
想奔腾澎湃于神州内外、大江南北。

作为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
蒙运动，五四运动让犹如“关在黑屋子里找不
到方向”的民族看到了一丝亮光。各种思想争

相登场， 各种出版物应时而生， 各种研究组
织、社团如雨后春笋。科学的种子突破古老中
国板结已久的土壤， 一大批拥有现代观念的
大家风云际会，灿若繁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 ，指引他
们在比较和推求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
当中的坚贞分子迅速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
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的国运、中华民
族的命运，正式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以此为起
点，“白首之中华”脱胎换骨，在血色的历史轨
迹中最终演绎成为 “青春之中华 ”。五四运动
过去仅仅两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这艘承载着
国家 、民族希望的 “红船 ”，便从南湖正式起
航。

从民主科学的启蒙，到救国救民的战斗，
从文化的更新、国民性的改造，到彻底的社会
革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 最终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望百年，激情如昨。五四运动高扬的民
主、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基因 ，根植于中
国人民的心灵深处， 成为推动中国文明进步
的强大动力，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四）新思潮汇聚而成的滔滔巨流，冲开了
洞庭湖尘封已久的闸门。五四之后，以毛泽东 、
蔡和森等为杰出代表的一代湖南青年， 成长
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中坚力量。

常怀忧患之思，常存进取之志，是湖湘血
脉里最鲜明的因子。 在推动近现代中国进步
的每一时期，从来不缺少湖南人的身影。从喊

出“睁眼看世界”的魏源 ，到投身洋务运动的
湘军将帅；从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到武昌
城头的蒋翊武、黄兴 ；从蹈海自尽的陈天华 ，
到树帜西南、 讨袁护法的蔡松坡……充满血
性的湖湘子弟比肩接踵、 争先恐后， 践行着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诺言。

百年前那场关乎国运的暴风骤雨的前
夜，活跃在社会进步舞台上的湖南青年，就以
“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的勇毅 ，以 “丈夫
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的气魄 ，吹响
“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的号
角，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
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 ，谁说 ？我
们不干，谁干？”五四运动期间，湖南虽然不是
革命的主风口， 但湖南的热血青年们一刻也
没有闲着， 他们为北京上海等地的爱国运动
提供了有力的策应和声援。除长沙之外，湖南
全境数十个县都爆发了反帝爱国斗争。

新民学会是五四期间众多进步团体中成
立最早、影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团体之一 ；
五四运动爆发后， 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的
湖南青年学生联合会， 成为湖南爱国运动的
中流砥柱；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以其新
锐的思想性、战斗性，在当时如林的进步刊物
中脱颖而出，被认为是全国 “最有分量 、见解
最深刻”的刊物，被李大钊引为《每周评论》的
“好兄弟”；长沙周南女校创办的《女界钟》，聚
焦女性解放、倡导男女平等 、反对封建礼教 ，
被当时报刊誉为“中国独一无二 ”的 “完全由
女子倡导解放的杂志”。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国家、民族的
危急关头，湖南优秀儿女表现出中流击水、舍

我其谁的气概。
五四之后，谁是英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湖南进步青年联合社会各界力量， 成功开展
“驱张运动”，其时间之长 、效果之显著 ，为当
时全国仅有。在云兴雷奋的时代大潮中，湖南
堪称“最富朝气的一省 ”：是马克思主义传播
最有成效、 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省份之
一；在赴法勤工俭学的1700余人中，湖南籍学
生占五分之一；党的一大召开前夕，全国仅有
的50多名党员， 湖南共产党员占到了近五分
之二；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南籍代
表有4人……

此后， 湖南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
重要的策源地， 成为抗日战争中令日寇望而
生畏的铁血山河，成为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土地。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
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邓中夏、夏明翰等一
大批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抛家为
国，取义成仁，投身革命洪流 ，为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谱写了一曲曲惊天
动地的革命壮歌。

（五）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一个世纪也不算短暂。面向未来，当代青年将
何以自处、何以自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 ，一代人也应该有一代人的担当 。
1939年 ，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时候 ，
正值万方多难 ，抗战方殷 ，毛泽东热切期待
“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 ” “每个青
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 ”。今天 ，我们纪念五
四运动 ，弘扬五四精神 ，就是要接过五四的
精神旗帜 ， 从五四先驱的身上汲取前行的

动力 。
“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找准当代
中国青年运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着力
点， 激励广大青年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
突击队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就
是当代青年努力的方向、 当代青年运动的方
向。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
利刃之新发于硎 。” 带着历史荣耀的中国青
年，应当始终做时代的“突击队”“生力军”。前
不久，网上那张研制涡扇发动机团队的“全家
福” 直让人泪奔———齐刷刷的年轻人摘下了
这皇冠上的宝石； 中国航天一线的研制团队
平均年龄才30岁出头； 大疆无人机员工平均
年龄27岁；就在不久前，有湖南青年参与其中
的第三届“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 ，
发布了《长沙宣言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
录，成为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果之一……

对于新时代的湖南青年而言， 五四精神
从未远去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的理想信
念，是我们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 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和使命所
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珍惜时光，把握当下，从“佛系”
的心态中走出，把所有的“丧”抛到太平洋里，
像百年前的先驱们那样走出家门， 走出封闭
的自我，去经受暴风雨的洗礼，去创造属于自
己的辉煌。

青年向上 ，时代向前 。青年有理想 、有本
领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与时代
同步、与国家偕行，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就是对五四百年最好的
纪念。

（执笔：龚政文 沈德良 欧阳金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