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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曾青青） 今天，2019年“靖州杨梅”开摘仪
式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后山溪杨梅基地举
行。惠农网、快乐购、苏打优选、利农商城、E社
区团购等多家电商平台赶到现场下订单。

近几年，“靖州杨梅”通过举办“杨梅节”，
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 打通网上销售渠道，
“靖州杨梅”远销全国各地。 去年，仅“杨梅节”
期间，全县线上销量达75万余件，实现销售收
入约1亿元。

在今天的开摘仪式上， 杨梅成为了最美

的“模特”，大家纷纷与之合影，“虎牙直播”湖
南站主播穿上苗族服装现场直播， 吸引了近
10万网友“围观”。

杨梅采摘时间短，相比其他农产品，销售
期也短。 过去，靖州杨梅由于销售期短，很多都
自然掉落了，农民丰产不丰收。 为扩大“靖州杨
梅”的品牌影响力，2013年靖州举办首届“杨梅
节”，并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扩宽销售渠道。如，
惠农网已连续4年承办“靖州杨梅”网上宣传和
产销对接活动， 通过产销对接会、 多社区联
动、网上杨梅节等促销活动，为靖州杨梅搭建

起“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推广平台。
通过“触电”，“靖州杨梅”品牌影响力不

断扩大，产业效益不断增长。 目前，靖州杨梅
基地已发展到10万亩，年产值超10亿元，带动
全县1.5万余名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已逐步形
成“种植基地+加工园区+研发中心+商贸物
流+文化旅游” 五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新业态；
利用干雾控湿保鲜技术， 使杨梅保鲜期延长
至30天，新鲜杨梅经过四级产品质量控制、冷
藏抽湿和真空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物流，
48小时可直达全国各地。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省食安办印发《关于加强误食野生蘑
菇和工业酒精中毒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提醒大家不要误食有
毒野生蘑菇和工业酒精，以防中毒。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野生蘑菇进
入生长旺季。近年来，我省曾发生多起误采
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事件。 据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发布的食品风险监测显示，目
前， 我省已经进入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
高发期。

《通知》指出，有毒蘑菇种类繁多，一旦误
采误食，将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野生蘑菇中毒防控
和宣传工作，农业农村、林业部门要对广大群
众加强宣传教育， 防止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蘑

菇；市场监管部门要紧盯集体聚餐单位、农贸
市场、景区市场、农村集市、农家乐和餐馆等
重点场所， 严厉打击违法销售和加工野生蘑
菇行为，严防有毒野生蘑菇流入餐桌；卫生健
康部门要编制常见有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
手册，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做好应急处置
预案等工作。

《通知》指出，工业酒精与散装自酿酒
的外观和气味相似， 极易因误食而导致甲
醇中毒事件发生。 各级各部门要教育引导
消费者购买和饮用正规生产厂家的瓶装
酒，不要购买和饮用来历不明的散装酒；在
工业酒精容器上张贴显著标识， 以防误食
中毒。同时，要加强甲醇等化工产品的生产
销售监管和标识标签管理，对集市、小卖部
酒类产品开展清理整治行动。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陈薇）如
果请您来介绍湖南，您会想到哪？ 韶山、张
家界、崀山、洞庭湖……您心中的湖南之美
还有哪些？今天，“爱上湖南”最美摄影图片
征集评比活动组委会在长沙举行推介会，
邀请广大网友继续上传美图、票选佳作，一
起来呈现点评湖南之美。

据了解，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集中展现新时代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风
采和灿烂的湖湘文化， 增进海内外人士对
湖南的了解和热爱， 促进全域旅游产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服务湖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 湖南省政府于2018年5月31日
启动“爱上湖南”最美摄影图片征集评比活
动。“爱上湖南”分为“最美湖南”和“发现湖
南之美”两部分。 征集图片内容主要分为5
类：自然风光之美、历史文化之美、民俗民
风之美、特色创新之美、发展成就之美。 其

中“最美湖南”参与对象为各市州、县市区
政府及国家级经开区、 高新区管委会等，
“发现湖南之美”参与对象为广大网友。

据悉， 图片征集活动将于6月30日截
止，广大网友可登录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在首页“爱上湖南”最美图片征集专题区上
传图片，并对自己心中最美图片进行投票。
另外， 也可通过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微信
号、华声在线、新湖南客户端、红网、时刻客
户端等为心仪的最美湖南摄影图片投票助
力。

据介绍， 图片评选将采取专家评审和
网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7月中旬，“最美湖
南”和“发现湖南之美”各评选出100张优
秀图片， 评选结果将在省政府门户网站和
各大网络媒体公示。 届时，评选出的“最美
图片”将入选湖南对外宣传画册。获奖者将
获得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等其他奖励。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陈慧 周宁 ）用好征信，助力融资。 全
省“征信助力小微与民营企业融资发展”专
题宣传活动日前启动， 通过展示征信体系
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营
造“用征信、助融资、促发展”的良好信用环
境。

截至3月末，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累计采集湖南32.5万户企业及其他经
济组织单位的信用信息，打破部门间信息“孤

岛”，共享征信利好。 全省开展中小微和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 搭建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
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有效降低了企业
融资成本。

目前全省共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采
集与服务省级平台1个、 市级平台2个和县级
平台5个， 累计为23549户建档中小微企业提
供贷款。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全省农户建
档数为816.8万户， 共评定农户645.2万户、信
用村4124个， 累计为376.4万农户提供贷款，

其中192.9万户获得了信用贷款。
通过盘活小微与民营企业应收账款，提

高信贷可得性。 全省在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注册企业逾2500家，2018年通过平台累计
融资260亿元， 其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
129亿元。

据了解，“征信助力小微与民营企业融资
发展”专题宣传活动持续到9月底。 活动将走
进千企万户， 为全省小微与民营企业发展注
入金融活水。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李佳蔚）今晚，雅韵三湘·音乐经典“跟着
音乐去旅行”交响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上演。

本次演出由旅美华裔指挥家、 大提琴演
奏家邹翔担任指挥、独奏，小提琴演奏家布兰
卡·白德娜斯担任乐队首席、独奏，长沙交响
乐团担任演奏。

演出上半场，《炎黄风情》第六组曲《太行
春秋》奏响。 这组乐曲由山西民歌改编而成，
《走西口》《闹元宵》《爬山调》《看秧歌》等乐曲
为观众展现了山西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 紧
接着上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并非描
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年四季， 而是描述当
地人的生活与其他城市有怎样的不同。 组曲

中的《冬》缠绵悱恻、浪漫温柔。《匈牙利狂想
曲》则是捷克作曲家大卫·波普尔根据其旅居
匈牙利期间的生活感受创作的大提琴名曲。

演出下半场， 芬兰音乐家西贝柳斯的
传世之作《D大调第二交响曲》奏响。这是西
贝柳斯交响曲作品中最流行的一部， 具有
强烈的芬兰气息和浓郁的北欧民谣色彩。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廖先珍 彭萍）今日，全国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工作推进培训会在长沙召
开，同步启动了2019年度湖南省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

据肿瘤登记最新数据显示： 湖南省癌
症 发 病 率 为 215.19/10万 ， 死 亡 率 为
144.16/10万，每年全省有15.8万人新发癌
症， 有11万余人死于癌症。 面对我省癌症
防控持续增长的态势， 开展癌症的早诊早
治势在必行。

今年， 湖南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在长沙和湘潭两地开展，两地分别为6000
人次和4000人次开展肺癌、乳腺癌、上消
化道癌、 结直肠癌和肝癌等五大癌症的免
费筛查。长沙市天心区、开福区、岳麓区、芙
蓉区和雨花区， 湘潭市雨湖区和岳塘区的

居民可到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名，经
评估为高危人群的居民， 可参与五大癌症
的筛查。

从2012年开始，在国家癌症中心的支
持下， 湖南省在长沙市持续开展了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工作， 从去年起进一步扩大到
湘潭市。 7年来，共计筛查病例72673人，完
成高危评估问卷29万余份，健康宣教覆盖
千万余人。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湘国表
示，近20年来，我国的统计数据显示，癌症
呈现年轻化、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走高
趋势。 湖南省癌症发病与死亡率虽与发达
地区相比相对较低， 但近年来癌症发病率
与死亡率在持续上升。 今年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项目的高危评估因素进行了重要调
整，更符合中国人群的危险因素评价，能较
大程度地提高癌症早筛的阳性率。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通讯员 杨驾财 曾雨
婷 记者 李传新）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陌
生情缘 感恩有你”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今天下
午在长沙举行，会上宣读了2016－2017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等奖项的表彰决定，40
名金奖获得者代表以及4个获得无偿献血促进

奖特别奖的单位及个人到场领奖。
2018年，省会长沙无偿献血16万人次，千

人口献血率达20.8%， 省会近800万人民群众
的血液供应与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省卫健
委负责人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们一
如既往地为爱伸手，让更多患者得到“生”的
曙光， 也希望全省各医疗卫生单位和各采供

血机构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确保“人人
享有安全血液”。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长沙血
液中心职工刘靖斓动情地讲述了一个接受
血液救治，成功治愈的受血者故事。7岁的小
万里也来到现场，亲口向献血者道谢。 现场
还汇聚了各大医院、企业员工、高校学生和
志愿者服务队组成的千人方阵。 当天晚上，
长沙多处地标建筑同时为所有爱心献血者
点亮，分别呈现“6·14，世界献血者日，感恩
有你”“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 等字样和主题
的灯光秀。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张世明） 长沙城北将再添近3000优质学位。
今天， 长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与长郡教育集
团签约， 双方约定合作创办帮扶长沙市湘郡
长德实验学校，实行资源共享，学生共育，这
标志着长郡教育集团再添新成员。据悉，湘郡
长德实验学校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

长沙市湘郡长德实验学校是一所集小
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于一体，12年一站式寄

宿制学校，学校占地80余亩，建筑面积近5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超2亿元，办学规模78
个教学班，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 据该
校校长王建林介绍， 该校与长郡中学共享
师训、课程、管理，保持与长郡同频共振；学
校提供小学、初中、高中12年一站式教育服
务；实施小班化教学，从小学到高中班额控
制在30人以内； 实施培优补差育人计划，
实现课内学习与课外培训有机统一等。

杨梅“触电”销得更快
靖州杨梅48小时可直达全国各地

32.5万户单位信用信息“入库”
湖南开展“征信助力小微与民营企业融资发展”宣传活动

省食安办发出紧急通知

野生蘑菇不能乱吃
工业酒精不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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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湖南”最美摄影图片
征集评比活动6月底截止

邀您继续上传美图、票选佳作

长沙城北再添3000优质学位
湘郡长德实验学校将于今秋开学

2019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长沙和湘潭居民可免费报名筛查

“跟着音乐去旅行”交响音乐会长沙上演

“陌生情缘 感恩有你”
长沙举办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妈妈
毕业啦！

6月12日， 硕
士毕业生廖冬花和
双胞胎女儿一起拍
照留念。 当天， 南
华大学护理学院举
行2019届毕业生学
位授予典礼， 不少
毕业生的家人来到
现场， 一起见证这
一荣耀时刻， 场面
温馨动人。

曹正平 夏艺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