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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孙敏坚 何金燕）省公务
员局今天发布2020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全省今年共计
划招录公务员7110名，较去年增加588名。值得一提的
是，全省乡镇机关面向优秀村（社区）干部、乡镇（街道）事业
站所工作人员等群体定向招录职位公务员1411名，占今年
乡镇计划数的34.68%，基层干部的晋升通道越拓越宽。

本次招考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考人员可于6月
26日9时至7月4日17时期间，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

（http://www.hunanpea.com/）进行网上注册和报
名，7月25日举行公共科目笔试。

在今年的招录计划中，县级及以下基层机关招录公
务员6159名，占总计划数的86.6%。在继续面向优秀
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
定向招录公务员的基础上，今年将大学生退役士兵、乡
镇事业站所人员首次纳入乡镇公务员定向招录的范
围。同时，进一步放宽定向招录人员的资格条件要求，
由面向优秀村（社区）主干招录放宽至面向优秀村（社
区）“两委”成员招录。面向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招
录611名，78.5%的职位不限工作年限，应届毕业生可以
报考，鼓励引导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

据透露，此次考录工作将更加突出政治标准，把拥
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道德品行作为报考的基本条件。在笔试、面试中将
重点测评考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资格审查和录用考察中，重
点了解考生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意识和政治表
现，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

同时，为更加精准科学选人，实现人岗相适、人事相
宜，今年将继续推进分级分类考录。申论笔试继续实行
普通卷和乡镇卷分级分卷考试；全省公务员面试首次实
行普通职位和乡镇职位两套面试试题，省直司法系统人
民警察按行政执法类实行分类面试，单独命题。

报考人员可通过登录红星网（http://www.hxw.
gov.cn）、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http://
www.hnrst.gov.cn）、湖南人事考试网（http://www.
hunanpea.com）及各市州相关网站查看相关信息。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唐亚
新）今天，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行动视频推进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副省长陈飞出
席并讲话，副省长许显辉主持会议。

去年11月全省开展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发生一般程序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财产损
失，同比分别下降 16.67%、14.63%、
24.83%；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6.36% 、
43.59%。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道路交通安全
依然面临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期、交通事
故反弹抬头期、集中整治深化攻坚期

“三期交汇”的严峻形势，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全面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工作重点，针对“两客一危”车辆、超限
超载、风险突出路段等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联动攻坚。要压实党政属地管理、
部门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责
任共同体。要紧盯摸底排查、整改治
理、巩固提升等关键环节综合施策。要
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分类指导、严格责
任追究，夺取集中整治攻坚战全面胜
利。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余蓉）
今天上午 10 时多，湖南省选派的中国
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抗疫医疗专
家组在三亚集中隔离 14 天期满后，乘
南航CZ6935航班平安抵达长沙。在黄
花国际机场举行了一场热烈的欢迎仪
式，副省长吴桂英出席并讲话。

吴桂英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
国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抗疫医疗
专家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
问候。她说，援非期间，专家们充分展
示了我国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医德、优良
作风、精湛技术，生动践行了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理念，用心抒写了中非人民团结抗疫、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大爱篇章。大家
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必将被非洲人

民铭记，也为未来湘非合作奠定更加坚
实的基础。吴桂英希望专家们好好休
息，养精蓄锐，同时总结深化和运用好
援非抗疫的成功经验，继续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抗
疫医疗专家组由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祝益民任领队，从部、省直
9 家医疗卫生单位抽调 12 名专家组
成。一个月来，专家组与津巴布韦部
际联合行动小组、赤道几内亚新冠肺
炎应对与监测技术委员会高层交流经
验，走访相关医疗和检测机构，深入
省、市、村级医疗单位指导，分享中国
经验与湖南实践，并向受援国政府分
别提交了极具专业性和指导性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书》。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为亲友担保借款，后当上
“背锅侠”。作为担保人，签字须谨慎。民法典规定，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如何依法避开担保情义背后的深渊？6月19日，记者
采访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李亚飞，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规定：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案例】
两年前，李某和谭某共同向某银行申请贷款50万

元，钱某和曾某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李

某和谭某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银行诉至法院。天心
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和谭某立即偿还剩余借款本息，
钱某和曾某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解读】

保证责任要写明 连带责任可不轻

“原《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
责任。民法典将其修改为此种情况‘按一般保证承担保
证责任’。”李亚飞法官分析说，在我们现在的案件审理
中，除非借条或者借款合同中，明确注明保证方式为一
般保证或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人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在没有
约定保证方式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保证人按照连带
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很大。”李亚飞
指出，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
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
绝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
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

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简单地讲，如果是一般保
证，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必须先找债务人，
才能找保证人；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以找
债务人也可以找保证人。

“日常民间借贷中，保证人出具担保承诺时碍于面
子，很少约定担保方式。其实，他们对保证方式的概念不
清晰，做出的承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甚至有些债权
人询问，找不到实际借款人，能不能要求保证人偿还借
款？我们在平时的案件审理中，听到很多保证人抗辩称，
自己作为保证人签字，只是作为见证或者帮助催款，并不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找不到实际借
款人，最终未约定保证方式的保证人承担了连带保证责
任。”李亚飞法官指出，民法典这一修改，是重大的改变，
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或者约定不明确，按照一般保证承担
保证责任。如果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就
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与真实意思表示
一致，不会产生混淆，更能保障债权人的权益。

李亚飞温馨提示，民法典施行以后，债权人希望保
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时，记得要求保证人明确注明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官在处理相应案件时，
也要记得改变固有的思维，不要按旧的规定将未约定
保证方式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连带责任保证了。

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视频推进
会议强调

全面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中国赴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
抗疫医疗专家组凯旋返湘

吴桂英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周月桂 孙敏坚

6 月 22 日，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家组结束援
非抗疫工作，经过隔离休整期和两次核酸检测阴性
后，凯旋返湘。跨越南北半球，穿越旱季雨季，专家
组一行12人驰骋万里，与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两
国人民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广获赞誉。

“此行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分享的中国抗疫经验在
援助国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充分展示了中国力
量和中国精神。”说起近一个月在非洲的抗疫经历，专
家组领队、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祝益民很是自
豪。在非洲抗疫的战场上，湖南白衣天使万里驰援，他
们不仅是国际抗疫的逆行者和参与者，更是构建人类
健康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与守护者。

病毒无法阻挡湖南与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近半
个世纪以来，湖南与友善的非洲朋友一道，结伴同行、互
帮互助，共同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湘非守望相助、
团结抗疫，双方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愈加深厚。

万里驰援，医疗湘军与非洲兄弟并肩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非洲抗疫形势
日趋严峻，全球共同抗疫刻不容缓，合作方能制胜。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表示，中方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
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

经党中央批准，国家委派湖南省组建中国抗疫
医疗专家组，携带湖南省人民政府援助的医疗防疫
物资乘包机于5月11日自长沙启程，飞赴津巴布韦
执行国际抗疫援助任务。在津执行任务期间，接到
增援赤道几内亚的任务，5 月 25 日晚专家组抵达赤
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

一个月时间里，专家组12名成员发扬能吃苦打
硬仗的“医疗湘军”作风，穿行7个时区、奔走2个国
家，走访72家机构和单位，指导医院和防疫机构改善
分诊流程、优化诊疗方案，捐赠防护物资，毫无保留地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和湖南实践。

在津巴布韦，专家们早出晚归，不惧危险、不畏辛
劳，下基层、访社区、进医院，为减少被感染的风险，甚至
出门往返6小时不喝一滴水，不进一粒米。赤道几内亚
疫情来势汹汹，专家组抵达赤道几内亚后建议将风险等
级由黄色调整为红色。在34℃的高温下，专家们穿着防
护服进入隔离病房与当地医务人员研究病例救治方案、
指导实验室提高核酸检测能力等。

虽然每天挥汗如雨，回到营地脸上已布满口罩
的压痕，但专家们似乎不知疲倦，铆足了干劲。应赤
道几内亚卫生部邀请，专家组3次与赤道几内亚新冠
肺炎应对与监测技术委员会交流。受赤道几内亚总
理奥巴马的邀请，专家组一行还乘坐专机，飞抵赤道
几内亚大陆巴塔地区，进行抗疫交流与指导；在赤道
几内亚国家电视台录制了大众防疫科普视频，引导

民众科学防控。
专家组的努力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认

可和广泛赞誉。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接见专家组时表

示，中国如同兄弟般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帮助，给津巴
布韦和南部非洲的抗疫工作提供重要支持。专家组
行程结束之际，姆南加古瓦又专程致信感谢，为专家
们签发国家荣誉证书，表达敬意。

赤道几内亚总理奥巴马称赞专家组的到来“给
赤道几内亚抗击疫情带来了希望之光”。

结合两个国家抗疫的实际需求，专家组编写了
长达 1.2 万字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书》。
津巴布韦卫生部官员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份宝贵的
礼物，更是一份拯救生命的技术性文件；赤道几内亚
卫生与社会福利国务部长恩圭马称赞专家组是“授
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抗疫经验传播者，这是留给赤
道几内亚的一份“不带走的中国技术”。

令人动容的，还有专家们日记里的感动瞬间。“从没
想过会在异国他乡、一所由中国22年前援建的医院里唱
响国歌，泪水一下子就盈满了眼眶。”“一群友好的哈拉
雷市民看到我们，主动挥手示意，并伸出大拇指为我们
点赞，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经此一“疫”，湘非兄弟情谊愈发深厚。

半世情缘，湘非牵手结伴同行

在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还有两支“不走的湖南
医疗队”坚守在抗疫战场上。

6月12日，中国（湖南）第17批援津巴布韦医疗
队向当地最大公立医院——帕瑞仁雅塔瓦医院捐赠
药品和医疗防护物资。队长江志超介绍，由于帕瑞
仁雅塔瓦医院被政府定为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
多数科室停诊，但医疗队的工作没有停。3月以来，
应津巴布韦卫生部邀请，医疗队多次到哈拉雷市、卡
多马市等地给当地卫生部门培训行政管理人员和医
务人员，分享中国防控和诊疗方案。

中国（湖南）第21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所在的中
塞友好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5月29日，
在中塞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3名新冠肺炎患儿顺
利出院，其中最小的 9 个月。”医疗队队长江海波介
绍，应塞方医院的邀请，医疗队参与制定中塞友好医
院整体预案，设立重症监护病房，确定诊治、隔离处
理及心理疏导方案等。

队员们克服停水停电、缺医少药等困难，已在非
洲奋战一年。由于新冠疫情，这两支医疗队将延期
回国。而在湖南长沙，第22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和
第18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正在培训，等待出征。

时光荏苒，湖南医疗援非的步履已走过近半个
世纪。

自1973年始，湖南已派出38批468人次援塞拉
利昂和津巴布韦医疗队，另派出13批短期医疗队，援
非医疗队诊疗患者逾80万人次，完成各类手术20万
余台，培训当地医务工作者 8000 多人次，成为守护
非洲人民健康的“东方白求恩”。

2014 年 3 月，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危难时
刻，湖南紧急组建 40 多人的援塞抗疫医疗队，历经
50多天的工作，实现了“零感染、打胜仗”的目标。

医疗卫生只是湘非友好交往的一个侧面。

1982年，长沙与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市缔结
友好城市关系，这是湖南与外国缔结的第一对友好
城市，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
市。随着我省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坚实，湖南向
更多的非洲“小伙伴”发出了“好友申请”。截至今年
6月，湖南的非洲“朋友圈”扩大到了9对，其中省级友
城3对，市级友城6对。

湘非兄弟情谊真挚，相互支持、患难与共。在中国
抗疫最艰难时刻，津巴布韦、肯尼亚、赤道几内亚等非
洲国家向中国捐赠了紧缺医疗物资。当疫情向非洲扩
散蔓延，湖南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向乌干达、肯尼亚、
南非、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捐赠一次性医
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向南非北开普省省长、肯尼亚莱基
皮亚郡总督等致慰问信。

经贸合作，编织“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

湘非友谊真诚而实在，不仅关注于当下抗疫，还
着眼长远，助力非洲国家复工复产，恢复经济。

非洲西部，“黄金之国”加纳眼下正处于雨季。
在加纳北部，湖南隆平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玉
米种子已长成了青翠的玉米林。

今年3月，湖南隆平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网
上对接实现加纳首单销售，签订了5万公顷种植面积的
种子合同，并通过海外分公司及时发货给客户。同时，
通过在线培训，为加纳培训玉米种植技术人员。

“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没有停止对非合作的步
伐。”湖南隆平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冯霞辉
介绍，隆平高科在非洲的发展以技术援助项目和援外
技术培训班为主，近年来先后在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
国开展援外培训，累计已培训非洲官员和农业技术人
员约3600多人，涉及近50个国家。

与粮食种子一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湖南优质
产能、技术走进非洲、建设非洲，非洲与湖南的经贸
合作越来越密切。

一大批湘企走向非洲投资设厂，投资合作项目
覆盖农业、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对外贸易、建筑业、
纺织服装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至2019年底，湖南
在非洲投资企业共 126 家，在非洲合同投资总额
10.51亿美元，其中中方合同投资9.34亿美元。

与此同时，非洲的矿产资源、咖啡、红酒、鲜花等
也源源不断进入湖南。湘非之间，经贸相融相通，进
出口额一路走高。2019年我省与非洲双边贸易额达
35.44亿美元，同比增长29%左右。

2019年，国家级的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第
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在长沙成功举行，为中非经贸
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各界共
同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

今年以来，中非经贸博览会带来丰硕的合作成果陆
续落地，平台效应逐步显现。目前，湖南正在筹建中非
经贸合作研究院，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智库品牌；
筹建中非经贸促进创新示范园，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
先行区、中非经贸资源集聚区和中非经贸合作机制的试
验区；建设湖南—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中心；积
极组建中非经贸合作促进会，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提供
全方位服务平台。

一个个湘非合作项目，让湖南与非洲携手并肩，
一起编织“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

湖南日报评论员

6 月 22 日，中国(湖南)抗疫医疗专
家组载誉回湘。专家组飞越 3 万公
里，穿行 7 个时区，奔走津巴布韦和赤
道几内亚，走访 72 家机构和单位，倾
囊相授湖南实践与中国经验，非洲朋
友铭记于心，家乡父老热情相迎，心里
满是礼赞和致敬。

白衣为战袍，写就大爱无疆。翻
阅前线图片，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干净
白皙的脸颊被口罩勒出血痕，这样的
画面似曾相识；品读援非故事，当地防
护物资匮乏，专家组将自备的外科口
罩留给社区医院护士长，这样的故事
触动心弦；面对感染疫病的患者，医疗
专家组一律同等看待，心里想的是治
病救人的神圣职责，这样的精神令人
感佩……湖南专家们“拼命三郎”精神
的背后，是“救死扶伤，不辞艰辛”的
医者仁心，是“吃得苦、霸得蛮、扎硬
寨、打硬仗”的湖湘特质，让世界各国
人民见证了中国“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

患难识知己，逆境见真情。中国
抗疫关键之时，有来自非洲大陆的温
暖慰问，有非洲各国政府的雪中送
炭。“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中华
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非洲困难之
时，不仅有来自湖南的抗疫医疗专家
组，来自三湘儿女的大量医疗援助物
资，还有多场连线湖南医院的专家视
频会议和各类培训活动。团结抗疫，
让我们再次见证湘非关系历久弥坚，
让人们相信湘非友谊必将更加牢固、

合作更加深入。
疫情仍在扩散，支持非洲抗疫，更

是把雪中送炭的兄弟情怀切实转化为
守望相助的共赢机制。“文明与病毒之
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天花病
毒 3000 多年才传遍各大洲，而今新冠
病毒可在一天内抵达地球的任何地
方。帮助非洲兄弟筑牢维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防线，是中非命运
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湖南专家组的
抗疫方案得到广泛认可和称赞，赤道
几内亚总理奥巴马喻之为“希望之光
和胜利之光”；专家组结合中国方案和
实际情况编写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国家建议书》，津巴布韦时任卫生部部
长莫约称之为“是一份拯救生命的技术
性文件”。湘非立己达人、守望相助，说
明面临公共卫生安全这种人类共同挑
战，惟有团结一心、通力合作，才能战胜
病毒和疫情，共享康宁与繁荣。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
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双方应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主席
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
讲话中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展现了
中非“团结抗疫、共克时艰”的坚定决
心，指明了疫情形势下中非抗疫及务
实合作的前行路径。中国(湖南)抗
疫医疗专家组万里驰援，与当地医护
人员并肩奋战，诠释了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意涵，不仅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
早日战胜疫情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更
为未来湘非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

命运共同体，湘非生动演绎

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
携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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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抗疫，书写湘非友谊新篇章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让担保人不当“背锅侠”

我省今年计划招录公务员7110人
·1/3乡镇机关岗位拟定向招录基层干部
·6月26日起可网上报名，7月25日开考

凤滩水库泄洪
6月22日，沅陵县凤滩水库开闸泄洪。受酉水流域上游强降雨影响，凤滩水库水

位不断上涨，按照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令，国网凤滩水电厂于6月21日19时，
开启全部13孔闸门泄洪，缓解水库压力。 瞿宏红 摄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主持召开省委依法治省
办（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今年全国两会和落实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工作任务部署会精神，听取省委依
法治省委员会各协调小组工作运行和工作任务情况汇
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

李殿勋指出，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是当前的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法治工作机构要把全国两会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到全
面依法治省具体工作中，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李殿勋强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按
照“产权平等、交易公平、监管统一”三大原则，重塑

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社会高效能治理，需要我们
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群众自治为基础、以科技
创新为支撑、以法治建设为保障，大力推动社会治理
创新，重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社会高效能治理两大目标，突出重塑法治化营
商环境和重构社会治理新格局两个重点，按照中央
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省委与省委依法治省委员
会的部署要求，统筹做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与全民守法“四篇文章”，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各
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围绕两大工作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省
省委依法治省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