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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张恬）在珠穆朗玛峰脚下
的日喀则聂拉木县，双回 500 千伏线
路新建输变电工程项目目前建设正
酣。在这段长达 200 公里的电网线路
上，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架设起了
200 余座输电线路铁塔，创造出高海
拔吊装施工新纪录。

这些铁塔架设平均海拔4800米，
最高海拔 5357 米，跨越雅鲁藏布江，
穿越珠穆朗玛峰脚下、永久性冻土区
域和无人区、沼泽地。高海拔、低气压、
恶劣多变的气候，有可能使人工和机
械作业效率、精准度明显降低。

执行施工“任务”的ZCC1800H履
带起重机，是中联重科中吨位产品中的

“稳健担当”。该设备针对基础施工开

发，主要适用于市政建设、地铁建设、基
础施工等吊装行业，是高性价比的新一
代4.0产品，曾在广州、长沙、武汉等多
地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大显身手。

在日喀则聂拉木县电网架设项目
中，ZCC1800H履带起重机经受住了高
原环境的严苛考验，以精准、可靠的吊
装性能，有力地保证了项目工程进度。
架设铁塔的起重机操作手李航自豪地
说，ZCC1800H履带起重机充分展现了
大国重器高海拔施工的强悍实力。

据了解，中联重科 ZCC1800H 履
带起重机是目前西藏地区最大吨位的
履带起重机，4月中旬进场施工，使日
喀则聂拉木县电网架设项目整体施工
进度从之前的 60%提升到了当前的
80%。

湖南工程机械
成功挑战吊装“世界高度”
中联重科履带吊创造高海拔施工新纪录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宁思思）记者今日获悉，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胖五”）返回
舱航天搭载材料交接仪式，5 月 29 日
在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遨
游过太空的一小包黄精种子回到湖
南中医药大学创新药物研究所副所
长王炜手中。5 月 30 日，太空黄精种
子顺利返湘。

黄精是中药材品种。2016 年 9
月，国家黄精标准化建设项目落户怀
化洪江市。此次进入太空的黄精种子
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选送，国家相关部
门严格筛选。5 月 5 日，黄精种子样品
由“胖五”搭载，首次进入太空，完成了

高真空、微重力、高能粒子辐射等特殊
太空环境因素影响的太空实验。5月8
日，“胖五”成功返回地球。

太空黄精种子回湘后，湖南中医
药大学将在雪峰山黄精药材种植基
地，精心开展太空黄精育种、育苗、栽
培、繁育，优选开发品质优、抗性好、产
量高的太空黄精新品种，对新品种进
行多种研究，拓展航天生物技术与中
医药科研交叉结合，推广航天生物技
术在湖南中药育种、特色资源开发等
领域的利用，以提升我省中医药科研
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活动的能力，促进
我省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推
动我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搭乘“胖五”遨游太空的
黄精种子返湘

“摆地摊”曾经一度在文明城市创建中被边缘化，在面临疫情挑战的这个
特殊年份，开始温暖小摊贩一家生计、复苏城市烟火，从而成为全国两会的
热词迅速走红——

5 月 31 日清晨 5 时，张景明往背包里

塞上几块饼干，出门了。这是他去株洲批
发女装的日子，也是他摆摊的第二天。

忙活整个上午，扒了几口午饭，张景
明神情焦虑，急着赶回长沙，想在汽车东
站附近占个卖货的好摊位。

他组装好一个衣架，整理好刚批发来的
女装，25元至45元一件，开始大声吆喝起来。

天一点点暗下去，张景明紧缩的眉头
却一点点舒展开来。

“下午卖了14件。”他打开收款记录数了
数，笑呵呵地说，“635元钱入账，有饭吃了。”

疫情发生以来，张景明原本工作的
KTV 久未营业。他说自己宅到“身体发
霉，心里发慌”，房贷、车贷压下来，喘不过
气，终日愁眉苦脸。

“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
置了 3.6 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
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这段李克强总
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
的发言，引发成千上万网友转发。

张景明在朋友圈看到这条视频，又了
解到，中央文明办已经做出调整，在今年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
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列为文明
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失业已久的张景明一拍大腿：摆摊去！
练摊两天，张景明发现，随着长沙不

少区域开始集中设立流动摊贩临时集中
经营点，新加入者越来越多。

饮品、小饰品、太阳镜、特色小吃……
长沙渔人码头美食街、下碧湘街、坡子街
等街道马路的灯光次第亮起，一排排沿街
商铺和一个个摊位形成了一条条光带，街
道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夜色降临，张景明“啪”一下打开夹在
衣架上的台灯，感慨地说：“每个摊位上的
一盏灯，照亮的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长沙市天心区城管局副局长李贵勇
说，流动摊贩以四五十岁的人居多，不少
人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受疫情冲击，又涌
入了一批失业的年轻群体。

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长沙摆摊卖
“下岗牌臭干子”的李翎，边炸臭干子边告诉
记者：“一不偷二不抢，我就靠摆摊养活了一
家人。只要遵守秩序，就是值得骄傲的事！”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刘永涛

初夏，“地摊经济”与天气一道升温。
6 月 1 日晚 9 时，长沙市开福区四方

坪香樟雅郡小区北门口，杨剑为客人调拌
好最后一份藕片、海带等“五合一”卤菜，
收摊回家。单日销售近 500 元，他创下近
两个月的最好业绩。

在小区出入口、大型商业综合体、广
场周边、较宽阔的背街巷道……越来越多
的马路摊位和聚拢的消费者，让长沙等多
个城市烟火复苏、活色生香。

“地摊经济”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
商品价格低的“三低”特质，让它在促消费、
保就业上具有独特优势，受到居民青睐。

疫情之下，如何精细分类管理、提供
优质服务，有序推动“地摊经济”发展？

“地摊经济”升温,如何走得更远

随着经济发展，购
物中心渐渐替代了最
原始的摆地摊。但在摊
位集聚的集市里，人们
往往可以体味到一个
国家最鲜活的市井味
道，这些风情各异的集
市，也往往发展为一个
国家重要的旅游景点。

泰国
乍都乍周末集市

乍都乍周末集市号
称东南亚最大的露天集
市，总面积差不多有15
个足球场那么大，27个
不同的区域，集纳了超
过1.5万个摊位。服装、
手工艺品、花鸟鱼虫，堪
称淘货的天堂。

除了“大路货”，椰
子冰激凌、芒果糯米
饭、青木瓜沙拉等多种
当地小吃，更让游客品
尝到正宗的泰国味道。

墨尔本
圣科达海滨市集

圣科达海滨市集
是当地人周末休闲的
好去处。不少艺术家在
此设立摊位，展示自己
的涂鸦、摄影作品和手
工艺品。这里总有新的
摊位出现，也从不缺乏
新奇好玩的好货，给游
客和当地人带来耳目
一新的购物体验。

巴黎
圣旺跳蚤市场

有人说，去了巴黎
没有去圣旺跳蚤市场，
就等于错过了巴黎。这
个全欧洲最大、最古老
的跳蚤市场，占地7公
顷，拥有2500个摊位。

父辈儿时的物件、
古董家具、高价珠宝、
黑胶唱片均应有尽有，
巴黎的浪漫和时尚在
此并存。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大巴扎集市

伊斯坦布尔大巴
扎 集 市 建 造 于 1451
年 ，有 500 多 年 的 历
史，占地30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
集市之一，宛如迷宫。

金银首饰、皮毛、
地毯、食物、香料、土
耳其特色工艺品、纪念
品等，凡是想得到的，
都能在这儿找到，各色
手绘瓷盘、瓷花瓶和手
工地毯则最为著名。

（黄婷婷 整理）

国外地摊集市
风情大不同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集中着不少美食
店铺。夏夜里，不少店面把桌子摆到了店外。

“这里本身就是美食街，桌子摆在外面
可以理解，显得热闹。”家住附近的蔡女士
每天路过此处，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

但也有居民感到些许“苦恼”：油烟味
重，声音嘈杂，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地摊活力释放的同时，相伴而生的问
题不容忽视。

地摊随意摆放阻碍道路交通；摊主们随意
丢弃货物包装盒、一次性饭盒和油污垃圾等，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在生活出行和卫生问题之外，不少市
民还有担忧：小摊贩们一天换一个地方，买
到假冒伪劣商品怎么办？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商品与网络交易监
管处处长熊晓甦表示，对“地摊经济”的市
场主体交易行为按照“包容审慎”原则进行
监管，凡国家没有限制的都可经营；同时，
还须遵循必要的准入标准：

落实市场管理者的主体责任，对所有
入场经营者实名登记，建立可追溯体系；有

固定门面、摊位的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无
固定摊位的经营者可参照《电子商务法》第
十条的规定，由市场管理者备案审核；经营
者从事需要行政许可的经营活动，必须具
备相应的资质方可入场经营。

经营涉及人身健康安全或有国家强制
标准的商品，经营者须提供相关合格证明，
如二手商品合格证明遗失的，建议可由经
营者向管理者作出质量合格的书面承诺；
严禁经营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产品。

“放开摆地摊，但不能‘放任’。”长沙市
天心区城管局副局长李贵勇表示，天心区
各街道对准入经营商贩的商品、健康状况
等进行备案，各摊贩在许可后方可在划定
规范点摆摊经营，各街道对该区域的卫生
等问题进行严格管理。

“发展‘地摊经济’，应该和区域经济共
生共荣，而非‘你死我活’。”李贵勇说，如何
选定流动摊贩临时规范点，天心区通过调
研，寻求摊点和门店的业态互补和差异性，
同时错峰错时开放，尽量避免让小摊贩分
散原本商业区的人流量。

“‘地摊经济’并非‘脏乱差’的代名
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畅认为，

“地摊经济”与文明创建并非一对矛盾体。
“地摊经济”发展过程中，虽会面临诸多新
问题、新挑战，但只要强化精细管理，科学
引导发展，就能既让城市烟火气沁入人
心，又可解大批普通居民的生计之忧。

“疫情之下，最能点燃城市烟火气息
的是餐饮，而餐饮里，最火的往往又是路
边夜宵小吃！”长沙食博仕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杜福田表示，夜宵小吃是

“地摊经济”的典型，成本低、见效快。对
缺乏资金技术的普通居民来说，摆摊是
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出路，需要给予更
多包容。

5 月末，长沙富兴时代广场米粉飘
香，全省 50 家米粉品牌齐聚在此，举办

“长沙嗦粉节”，6天引来食客逾10万人，
销售额近 200 万元，人气爆棚。“长沙嗦
粉节”运营公司——湖南懂味生活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灿感慨：放宽占道经
营，的确是特殊时期的恤民之策、务实之
策、智慧之策。

“地摊经济”迅速升温，将会走向何方？
长沙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易

礼钧认为，长沙商业环境中，其实一直烙
印着深厚的“地摊经济”基因：乐于消费
的长沙人、迅猛发展的“夜经济”、长沙及
周边的众多批发市场……这些都是长沙
发展“地摊经济”的先天优势。

可是，“地摊经济”要彻底摆脱“脏乱
差”的传统印象，需要政府、摊贩等多方
共同努力。

长沙芙蓉区古汉城社区新桥村沁园
小区内，沁园美食街早已声名在外，是长
沙市人气旺盛的夜宵街。

古汉城社区党总支书记贺志辉最近
设想：何不将流动商贩聚拢，打造一条小
吃街，与传统夜宵街相连，打造美食品牌
效应？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流动商贩和
美食店铺经营者的支持。

“就像香港有喜帖街、金鱼街、波鞋
街一样。”易礼钧说，“将零散的摊贩分类
集中管理，期待夜市和夜宵、夜游一起，
成为长沙一大品牌。”

长沙市天心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天心区还计划打造西瓜、草莓等集中的
季节性农产品销售点，在城郊设置自产
自销的农产品直销点，设立扶贫助农农
产品直销点，让流动摊贩形成集聚效应，
拉动产品销售，带动经济升温！

“地摊经济”火了
——“每个摊位上的一盏灯，照亮的
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湖南多地“松绑”
——允许摆摊设点，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

5月 28日，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老
甫冲路流动摊贩临时规范点，一共可容纳
20 多个摊位，凭发放的“准入证”经营。当
天，第一批领证“上岗”的摊贩正式营业。

目前，天心区已开放坡子街南门口上
黎家坡、城南路贺龙体育馆叮叮MALL商
场门口、文源街道林大路部分地区、先锋
街道金房奥斯卡、环宇城商场前坪等路
段，容许小商小贩在规定时间、规定位置
摆地摊，摊贩凭健康码去街道报备，签订
安全文明经营承诺书即可申请摊位。

小摊贩们不再需要“躲猫猫”，热爱淘
货的消费者也找到了购物新天地。

5月 31日晚，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
道贺龙体育馆叮叮 MALL 商场前坪，小
吃、钥匙扣、发圈、卡包……各类小玩意吸
引了不少年轻女性的目光。

“无需网购等待收货，还可以享受淘
货乐趣！”长沙白领陈倩一手举着糖葫芦，
一手挑选小饰品，她说仿佛回到中学时代
逛“跳蚤市场”的美好时光。

吹着初夏夜晚的江风，吃着路边摊，
喝啤酒撸串，不少市民直呼“这才是地道
的长沙风味”。

摆地摊得到许可，各类水果、小吃店铺
也开始打起门店前几平方米面积的主意。

天心区在开放露天市场的同时，也推

出了允许店外促销、临时占道经营的管理
制度以及鼓励临时摊点规范经营的文明
公约。

南门口上碧湘街市场的天乐水果店，将
水果摊摆出店外两三米，诱人的水果引来不
少顾客，老板谭志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不仅仅省会长沙，湖南多地纷纷行动
起来，在确保不影响交通和不扰乱市容环
境秩序的情况下，允许摆摊设点，助力商
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

今年4月，浏阳市城管局出台措施，其
中包括放宽场外促销宣传审批条件、允许
商家在划定区域进行摆卖的明确规定。

5月 22日，怀化市允许商家开展户外
临时促销，允许农户、摊贩到指定地点规
范经营，允许在适当位置设置夜市。

针对自种菜农、特困群众等群体，5月
25 日，株洲在城区设置 25 个临时便民疏
导区域，以早市、夜市、钟点市场、特困群
众帮扶点、季节性疏导点等各类形式出
现，为部分困难群众提供乐业增收平台的
同时，确保让这些疏导区域真正服务于有
需求的居民。

5月29日，永州出台规定，全面推行柔
性执法，在城管部门引导下，允许定点设置
夜市，支持餐饮小店开展“外摆位”经营，对
外摆时间、摆放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理。

2

“地摊经济”如何火而不乱
——“放开摆地摊，但不能‘放任’”

1

3

“地摊经济”未来可期
——“期待夜市和夜宵、夜游一起，
成为长沙一大品牌”

4

5月27日，长沙市开福区
富兴时代广场，市民在品尝湖
南特色米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6月1日晚，灯火通明
的长沙渔人码头美食街夜
市火爆，人潮川流不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为进一步规范湖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简称“中职学校”）以及专业的设置
管理，湖南省教育厅 6月 1日发布《湖
南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管理办法》《湖
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实施
细则》。

我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中
职学校办学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省
教育厅职成处处长余伟良介绍，两个
文件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我省中职
学校办学行为，促进办学质量的提升，
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

小规模中职学校将成历史
目前，我省民办中职学校设置过

多过滥，绝大部分学校都达不到国家
设置标准，违规办学现象丛生，严重侵
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湖南省中等职业
学校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出台，对中职学校的设置原则、
设置条件、审批与管理、监督检查都有
了细致的要求。

小规模中职学校将成历史。《办
法》明确，中职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
应在1200人以上，并能面向社会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求生均校园占
地面积不少于33平方米，生均校舍建
筑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首次招生的
新设学校校园面积不少于40000平方
米（60亩）、建筑面积不少于24000平
方米。学校必须有 300 米以上的环型
跑道田径场，图书资料生均不少于30
册，应当建有数字化图书馆管理系统。

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功能必不可
少。《办法》规定，中职学校须具有与专
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和相对稳定
的校外实习基地，校内专业实训教学
条件符合教育部要求。其中工科类和
医卫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
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
不低于2500元。

对于中职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办法》要求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专
兼结合。专任教师不少于教职员工的
85%且一般不少于60人，师生比达到
1∶20。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不
低于 20%。专业课教师数应不低于专
任教师数的 50%，其中双师型教师不
低于 30%。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
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15%至
30%。

《办法》要求，各地要对标对表，切
实加强对辖区内中职学校办学条件的
检查整改，积极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标
准化学校建设工程，对不达标的中职
学校分层分类推进建设，通过提质扩
容、撤并整合、调整布局等措施限期整
改达标，推动我省中职学校上规模、上

质量、上水平。

专业设置避免区域内重复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业
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势在必
行，但不少中职学校发现某个专业好
就业就盲目跟风，也不管自己的师资
和教学设施能否跟得上，这不仅让中
职学校陷入“专业雷同，没有办学特
色”的怪圈，更不利于我省人才培养的
长远规划。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
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要
求，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应统筹推进区
域内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科学制
定专业建设规划，坚持错位发展，避免
区域内专业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鼓
励中职学校设置符合区域重点产业、
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
展需求以及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

中职学校设置专业须有依据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制定的相关教学文件，有
完成专业教学任务所必需的教师队伍，
有开设专业必需的基本办学条件。其中
专业教学和实训仪器设备总值，第一产
业类专业不低于100万元，第二产业类
专业不低于300万元，第三产业类专业
不低于200万元；有相对稳定的校企合
作实习实训基地3至5个。

新设置的中职学校首次设置、备
案专业一般不超过 5 个，其他中职学
校每年新增设置、备案专业一般不超
过3个。除特殊专业外，中职学校各专
业年招生人数不低于20人。每所中职
学校重点办好 1 至 2 个专业群，重点
建设专业大类不超过3个。

对中职学校开设医药卫生类、司
法服务类、教育类等国家控制专业，

《细则》要求严格审查其办学资质。从
2020 年起，不再增设学前教育、农村
医学、中医等国控专业点。开设“保安”
等国控专业点，须经市州教育行政部
门组织初审同意后报省教育厅，省教
育厅送请省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备案。开设“护理”“中医护理”“助产”

“康复技术”等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医卫类专业，比照国控专业
执行，调整优化护理职业教育结构，逐
年减少中职层次护理专业招生规模。

《细则》要求，市州教育行政部门
应不定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开展专业
办学水平评价，评价结论为“基本合
格”的专业，须在一年内完成整改，整
改期内暂停招生；结论为“不合格”或
结论为“基本合格”但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撤销该专业点，3年内不得再
次新设。同时，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完
善专业技能抽（普）查制度和公共基础
课普测办法，两项合格率有一项连续
两年或同一年度两项均低于 60%的
专业，暂停该专业招生。

科教前沿

湖南省教育厅发布《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管理办法》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中职学校过多
过滥、专业设置靠“一拍脑袋”将成历史——

中职学校有了“新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