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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智库咨政建言、提供智力支
持作用，着眼长沙改革发展的新动向和
新趋势，切实履行好服务党和政府科学
决策的工作职责，为长沙加快实现基本
现代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根据我市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安排，决定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研究 2 个重大项目，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名称
1、长沙建设“国家软件名城”研究；
2、长沙加快建设现代化宜居都市

研究。

二、项目申请条件
2020 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重

大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项目申请者
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研究
中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宏观高度、理论
深度和实用价值，力求前瞻性与现实
性、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相统一。

2、项 目 组 负 责 人 必 须 具 有 高 级
（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具

备此条件的，须有两名同领域的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的书面推
荐），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组织
协调能力。

3、项目研究实行项目负责人制，项
目组确定1名项目负责人主持项目研究
工作。项目组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
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
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申请研究项目。

4、项目组研究人员须遵守相关法
律和学术道德规范，认真开展项目研
究，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知
识产权归长沙市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
办公室所有。

三、项目研究经费
每个研究项目最终确定1个中标单

位，按要求承担项目研究任务。每个项
目资助一定的课题研究经费，确定项目
中标单位后，由市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
办公室与中标项目组签订合同书，资助
每个项目组 30 万元项目研究总经费。

项目经费分两次拨付，先行拨付项目研
究经费的 40%启动研究，余款待项目成
果结项验收合格后拨付。

四、项目申请受理
项目申请人可通过长沙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网站（http://skl.changsha.
gov.cn/）下载招标公告和相关申报表
格，填写完整后，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前
将申报表一式 3份和活页一式 8份报送
长沙市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设
长沙市社科联1206办公室）。通过资格
审查后，按照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组

织专家进行评审，产生建议中标名单，
建议中标名单报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导
小组审批后，在媒体公示一周，对无异
议者下达中标通知书。

五、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218

号长沙市政府大楼1206办公室
邮编：410013
联系单位：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科研组织处
电话：0731—88667443
邮箱：csskl816@163.com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6月12日

长沙市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招标公告

“通过提质改造，昔日伸手不见五指，平时杂草成片，垃
圾成堆，‘牛皮癣’到处可见，道路泥泞不堪的机关大院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宁乡黄材水库大坝管理所退休职工肖
文尚说。

大坝管理所负责黄材水库运行管理安全，保护水库水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担负黄材灌区灌溉用水、生态用水供给
任务，对防汛抗旱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所致力于
为人民做好服务，确保灌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沙市黄材水库灌区管理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
召，开展“四城同创”美丽庭院建设，设法改善该所人居环
境，对大院进行提质改造。共投入 500 余万元，将危旧厂
房、住宿楼、临时建筑拆除平整绿化，办公楼、宿舍楼、防汛
物资仓库进行立面改造，道路拓宽硬化，篮球场进行铺设，
大坝下截水墙护坡绿化，线路整改，路灯架设,重建机关院内
围墙。

经过三个月的苦战，道路宽阔平坦，院子里面干净整
洁、鸟语花香，老人安静看报，孩子们嬉戏玩耍，一派和谐幸
福的氛围。

“四城同创”工作开展以来，长沙市黄材水库灌区管理
局不放过灌区任何一个“痼疾”，精准发力，持续推进，不断
改善灌区的人居环境，安逸的居住环境和优雅的办公环境
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朱可红 刘彦妮)

提质改造，建设美丽庭院

驱车沿长沙市芙蓉路向北，至周南
中学旁，窗外一座原生山林“绿”入眼
帘。此处是鹅羊山余脉、道教七十二福
地之一，因山上竹林耸翠，古寺清幽，钟
音缭绕而得名竹音山。冬去春来，千年
灵性敛藏其间，茂林修竹更纳福荫。

长沙环路集团旗下湖南广泽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秉承“务实稳健、创新
图强”发展理念，对该地块进行城市森
居住宅项目开发，命名为广泽上苑，旨
在借天然山水灵秀，筑人文宜居美
宅。为保留“城市根脉”，公司主动舍
弃短期经济利益，着眼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不惜反复推敲，周密布局，大胆
探索。“环境就是民生，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在广泽公司党支部书
记、经理孙攀登看来，将经济利益让渡
于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更是国企担当的彰显。

经对地块多方考察、论证和推演，
广泽公司本着依山就势布局的原则，

决定通过调整规划，增加建设成本，减
少开发面积，完整保留山体，提高绿化
率，保持低容积率。此举和长沙近年
来大力描绘生态城市新蓝图，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谋而
合。

在长沙市委市政府、开福区委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金霞经济开发区
鹅秀组团 1094 亩土地控制性详细规
划得以修改调整，将原格润路位置北
移，在芙蓉路与格润路交会处，与环路
集团共同让渡60亩土地以保留原生山
体，并将打造一座集森林、环保、生态
及健身休闲为一体的生态山体公园
——竹音山公园。

公司副经理周灵芝介绍，以匠心
致初心，正是广泽公司将尊重自然的
初心贯穿于每一个对细节追求的匠心
之中，才可让依山就势而建的广泽上
苑拥有 59%的高绿地率。“林”距离山
居不仅满足市民健身、娱乐和休闲的

需求，更能让居民尽览城北副中心别
样景致：抬头即眺星空、俯身即闻花
香。窗含深谷幽涧，葱茏叠翠，门泊竹
音瑟瑟，流水潺潺。在这里孩童自在
奔跑，少年从容读书，青年幸福牵手，
中年下棋交友，老年悠闲漫步，在绿意
盎然中享受难得的宁静。广泽公司的
诚意之作，正是市民心中的理想生活。

以一颗赤子之心深耕故土，用一
方宁心之境引领生活。作为一家全资
国有企业，湖南广泽公司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企业发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永久保留山体
绿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努力提升开福区城市
建设品质。2020年，广泽公司将持之
以恒创造美好人居环境，坚定不移推
进绿色发展，努力打造城市森居新标
杆，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贡献国企力量！

(姚 瑶)

重塑竹音山 树立城市森居新标杆

陈震宇 李淇瑾 周 乐

6 月 7 日，江华瑶族自治县遭遇超
50年一遇特大暴雨袭击，有着神州瑶都
美誉的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顿时洪水
泛滥，该县多个乡镇的农田、水利、电
力、居民住房等设施设备均不同程度受
到洪涝灾害影响。国网永州供电公司
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联合属地基层
单位各部门及供电所众志成城，打响抗
洪抢险战，以迅速有力的措施，在短时
间内恢复供电，为灾后县城百姓的自救
和再建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未雨绸缪
充分发挥供电职能

6 月 5 日，国网江华供电公司防汛
抗旱领导小组未雨绸缪，结合气象、地

质、水利等部门的统筹预测，结合近期
的降雨量及时召开防汛专题会议，结合
新修订的《国网江华县供电公司防汛应
急预案》，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针对即将到来的暴雨灾害天气做
好充足准备，一旦灾情发生，迅速响应，
投入到抗洪抢险战斗中去。会议要求，
要以切实保障江华全县群众生命安全
为宗旨，严格落实“水涨到哪儿，电停到
哪儿”的工作要求，为抗洪抢险工作提
供安全、及时、有效的电力保障。全面
加强汛点重要部位监控工作，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应对、及时抢修；要充分加强

人员配置，充实各类应急抢修物资保
障，各生产部门要快速部署相关人员，
大力加强杆线、设备巡视工作，保障灾
害出现后第一时间予以处置。

闻讯而动
供电公司火线出击

6月6日至6月7日，江华地区持续
暴雨一整天，最大降水量超过 200 毫
米，河塘水位迅速上涨，县城及山区部
分低洼地段进水受淹严重，山洪暴发，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供电线路设备安
全受到极大威胁。

一场与时间的较量在雨中展开。
永州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抢修队队员们
在风雨中趟过洪水，以“水进人退，水退
人进”为原则，有序对供电设备进行停
电操作，及时排除了可能造成人身事故
的安全隐患。国网永州供电公司党委
高度重视，要求集全公司之力做好抗洪
救灾工作，并迅速做出应对措施，立即
派出了专业检修队伍提供技术力量支
援，物资部门调配急需备用物资第一时
间送达抢修现场。该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坐镇现场调度指导防汛工作，严格把
控现场人身、设备安全关，同时看望并

慰问奋战在抗洪保电前线的员工，鼓舞
大家坚定攻坚克难的决心。

灾情严重
供电恢复刻不容缓

在无情洪水的冲击下，江华各乡镇
供电线路级设备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线路共涵盖该县大路铺、白芒
营、涛圩、河路口、小圩等多个乡镇。面
对严重的灾情，永州供电公司在 6 月 8
日上午，待洪水稍微退却到安全线后再
次组织抢修人员对涛圩镇、东田镇、大
路铺镇的受灾点进行抢修，抢修人员冒

着最大降雨量为500毫米的大雨，踏过
乡间泥泞，跨越浑水，攀爬山岭，在各受
灾点进行联合供电抢修，只为尽快为居
民们送去光明。

据统计，截至 6 月 10 日，该公司为
全力做好江华“6·7”洪灾防汛保电工
作，已累计出动人员230人次，修复825
个台区，4.5万余人恢复供电，抢修供电
恢复工作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国网永
州供电公司充分履行供电职能，全力保
障群众安全转移，防汛保电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胜利。下阶段，该公司将强化横
向协同，联合当地气象部门严密监测降
雨情况，结合实际提前做好下一轮防汛
和抢修工作，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人力物力的集中调配，依照保安全、降
损毁、迅恢复的工作要求，全面决战防
汛保电工作。

永州供电公司：防汛保电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高新区标准化
厂房建设项目（四期）—土方平整施工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常德市鼎力实业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2281.2157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 及常德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1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丹洲乡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武
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资额约1009.68万元，现予以
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
ding.hunan.gov.cn） 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
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9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6 月 10 日晚，体彩大乐透迎来第
20048期开奖，全国喜中6注一等奖，每注
奖金692.00万元，其中4注进行了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到追加奖金553.60万元，另
外 每 注 追 加 一 等 奖 还 获 得 派 奖 奖 金
499.99 万元，花落浙江(基本 1 注)、安徽
(基本1注)、湖南(基本1注 追加1注)、广
东(基本 1 注 追加 1 注)、云南(基本 2 注
追加2注)等5省。

当期我省所中一等奖出自娄底市
4313013098 体彩投注站。数据显示，中
奖彩票为一张投注金额4095元、“前区2
胆15拖、后区3拖”的胆拖复式追加票，并
且“二至九等奖奖金×1.6 倍”，除中得 1
注 1745.60 万元追加一等奖外，还中得 2
注追加二等奖和多注其他奖级奖金，总奖
金高达1858.28万元。据统计，这是自今
年大乐透9.9亿元大派奖活动开展以来，
我省购彩者中得的第4注超级大奖，也是
近一月内的第4注超级大奖。第一注为5
月11日晚娄底购彩者喜中的第20035期
1000万元大奖，第二注为5月20日晚永
州购彩者喜中的第20039期1048万元大

奖，第三注为6月3日晚常德购彩者喜中
的第200459期977万元大奖。

本期开奖后奖池余额4.64亿元。下
期一等奖派奖奖金2000 万元，幸运奖派
奖奖金余额9961万元。

截至第 20047 期，体彩大乐透 9.9 亿
大派奖已进行18期，通过60.66亿元的销
量，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21.83亿元；开
出223注一等奖，其中派奖133注，包括4
注3600万元封顶大奖；共有超过6877万
人次分享了派奖奖金。今年的大乐透派
奖，呈现出奖销两旺的态势和普惠的特
点，吸引了一大批新购彩者，也让追加投
注的方式得到更多购彩者的认可。

让快乐与美好发生！作为国家公益
彩票，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补
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文化事
业、扶贫、红十字事业、法律援助、全民健
身、奥运争光等各个领域。在助力购彩者
收获欢乐的同时，也让更多的美好绽放。
目前，大乐透9.9亿元大派奖已进入下半
场，只要追加投注就可参与，让我们一起
期待更多惊喜。 （关 宁）

6月10日上午，湖南省女书法家
协会、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
的“公益体彩·墨香雅韵”——湖南省
女书法家书法作品展在湖南国画馆
开幕。

省体彩中心主任曹品质致欢迎
词：三湘四水、人杰地灵，湖湘文化
源远流长。古往今来，湖南书法界
人才辈出。近年来，我们湖南省书
法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女书法家
协会的工作更是光彩夺目。今日看
到各位的佳作，也强烈地感觉到巾
帼不让须眉，湘女书法艺术照样出
彩。中国体彩始终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公益宗旨，20多年来累
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5000 亿，广泛用
于补充社会保障、支持开展全民健
身、扶贫赈灾、教育助学、文化艺术
等社会公益事业。此次活动体彩与
书法结缘，也是共同谱写公益篇章
的生动体现。

省书协副秘书长、省女书法家
协会主席吴萍介绍，此次展览共收
到来稿1273件，经初评、复评、终评，
共评出入展作品 168 件，入选作品
130件。这些作品各体兼备，形式丰
赡，可谓春兰秋菊，竞放奇葩。篆隶

古韵朴拙，小楷清丽工整，行书流美
灵动，草书翰逸神飞，毫端尽得远古
书家精髓，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女
书家们扎根传统、崇尚经典的取法
方向以及平静淡定、优雅自信的学
书态度。

省文联主席、省书协主席鄢福初

代表省文联、省书协向此次女书法家
作品展的举办表示祝贺与感谢，充分
肯定近年来湖南女书家精彩不断，精
彩纷呈，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女书
家。他以中国古代著名女书法家，如
汉之蔡文姬，晋之卫夫人，唐之武则
天、吴彩鸾、薛涛，宋之朱淑真、李清

照，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同夫人管道
升书法并美，以及湖南书协首任主席
周昭怡等一系列经典案例，激励女书
家们从前辈先贤那里汲取文化的力
量，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在
书法生活中形成独特优雅的女性美，
注重人生的修炼，提升生活的品质，
活出精彩。

最后，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秘书长夏义生宣布“公益体彩·墨香
雅韵”——湖南省女书法家书法作品
展开幕。

据悉，此次展览持续至6月12日，
免费向市民开放。

（孙 涛）

“公益体彩·墨香雅韵”一月内四连中！
湖南购彩者再中体彩大乐透1858万元大奖

书法展合影

湖南省女书法家书法作品展开幕

《闪耀的平凡》圆满收官
平凡中国人人生闪耀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从杂交水稻的扬帆出海、援非医生的
无私奉献，到人工智能的技术攻坚、国潮设
计的惊艳世界……越来越多值得分享的

“中国方案”，正大步走向国际舞台，让全球
共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芒果TV系
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于6月10日火热收
官，节目在海内外播出并收获好评。该节目
以外国体验嘉宾的独特视角，呈现和分享
了众多平凡又闪耀的中国故事。

聚焦“闪耀”背后的平凡身影

“我来到了贵州山区，虽然这里远离
喧嚣，却有着人类最伟大的太空探索项目
——中国天眼。”在《闪耀的平凡》第5集
节目中，当外国嘉宾欧生·优丽看到世界
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后，发
出阵阵惊叹。她跟着“中国天眼”项目调试
组控制专业组长孙京海一同回顾了这个

超级工程被“编织”出来的全过程，在拜访
“中国天眼”背后的“中国天团”后，他们还
特别致敬了为这个超级项目付出一生心
血的已故天文学家南仁东先生。

这样的致敬在《闪耀的平凡》中多次
出现。欧生·优丽曾前往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拜访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的研究团队。这支特殊的队伍
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也为全球
的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建武是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栽培师，正是他在老挝
努力种植水稻时的黝黑面孔打动了导师

袁隆平。本科毕业后，李建武被袁隆平的
研究团队破格录取。在他的身上，有着中
国人勤劳勇敢，坚毅不拔的精神。

中国杂交水稻产量已超过 6 亿吨，
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每年增
产的粮食可以养活7000万人。这样的成
就背后，有许多像李建武一样的人，他们
常年在炎热的稻田里工作，测试和试验
数以万计的杂交水稻品种。

从稻田梦想家、幸福带头人、熊猫繁
育员，再到超级工程师、未来建筑师、海
洋义工……《闪耀的平凡》将镜头对准中

国的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农业科学、天
文科学、援外医疗等领域，通过讲述在这
些领域默默奋斗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用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方式，让观众体
会到个人奋斗精神与国家发展的深度关
联，感受到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享发
展成果、合作共赢的立场。

故事背后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方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家医院里，

一批来自非洲的学员正在认真学习专
业的医疗技能，他们希望回国后能帮
助更多人恢复健康；在有“中国硅谷”
之称的深圳，年轻工程师设计的人形
机器人，有望担当许多城市家庭里的
助手；香港西贡，一群海洋义工自发清
理近海的垃圾，做起了海洋生态保护、
珊瑚保育的工作；曾经黄沙漫天的库
布其沙漠，在几代治沙人的默默耕耘
下，成为绿进沙退、生机勃发的奇迹之
地……

《闪耀的平凡》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

例故事，讲述着中国人为中国乃至世界
科技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为人类生存
发展做出的努力，立意明确地展现出中
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
些中国故事的背后，都是行之有效的“中
国方案”。与此同时，作为一部外宣短视
频，节目设定两位不同职业的外国体验
嘉宾参与到这些故事中来。对海外观众
而言，当面对陌生的中国行业与中国故
事时，能有一个熟悉的话语视角去引导、
探索，理解这些中国故事也变得容易许
多，中国文化体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了他们。

在传播策略上，《闪耀的平凡》实
现 对 内 传 播 和 对 外 传 播 的 共 振 。据
悉，《闪耀的平凡》除在芒果 TV 的 PC
端、移动端、OTT 等各端播出外，同
时也在芒果 TV 国际版 APP（Mango
TV）同步上线播出。截至 6 月 10 日，

《闪耀的平凡》芒果 TV 站内播放量已
超 1.4 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