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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3月2日讯（通讯员 雷坚 何斌
记者 李治）越是关键时刻，越能考验党员干
部。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长沙县出台
文件，激励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积极带头、挺身而出。3月2日，该县
提拔13名抗疫优秀干部。

长沙县委聚焦抗疫一线、突出重点战线
重点区域、坚持底线标准优中选优，3月2日
宣布提拔13名冲锋陷阵、拼搏奉献在防疫一
线的基层优秀党员干部，其中提拔到科级岗
位的7名，提拔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岗位
的6名，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冲锋在前、作风优
良、表现优秀，彰显了初心，担当了使命。

星沙收费站疫情防控点负责人、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星沙中队中队长龙向东，拟任长
沙县公安局长龙派出所副所长。从1月24日
星沙收费站卡点设置以来，龙向东每天坚守

在卡点上，带领星沙中队全体成员累计排查
车辆7000余台次，检查人员1.5万余人次。
撤卡后，他又带领星沙中队党支部成立党员
突击队，配合社区查人控人“四包一”工作。

蒋博闻是长沙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重点
人员筛查组成员、县公安局疫情防控专班情
报搜集组负责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拟任
长沙县公安局江背派出所副所长。疫情初
期，他开展业务培训，让公安大数据更直接、
更有效地支撑流行病学调查。1月21日进入
专班开始，他未休过一天假，平均每日工作
12小时以上。

疫情发生以来，该县共有4.5万余名党员
干部奋战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此前,另有5
人按照紧缺急需人才向省有关部门申报超职
数参与高级职称评审，5人超职数聘任到中级
专技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万传文

“黄伢子，你的红薯，湖南这边给你种好
了，放心吧！”2月28日上午，澧县甘溪滩镇东
门村村民王际玉给人在湖北的黄声林打了
个视频电话。黄声林看到红薯种播下去了，
村民们正在地块清除杂草，长长舒了一口
气。

甘溪滩镇与湖北接壤，距离黄声林老家
湖北宜昌市五峰县渔洋关镇清水湾村100
多公里。黄声林一直在老家从事红薯种植、
加工，2018年结识了在湖北做事的王际玉。
黄声林今年31岁，与王际玉的小孩一般大，
所以王际玉称他“黄伢子”。经王际玉推介、
自己实地考察，2018年底，黄声林来到东门
村流转土地近300亩，签了10年合同。

去年，黄声林大获丰收，准备今年扩大
规模，并成立合作社，让周边农户加入进来。
按照时令，黄声林计划春节后就回澧县备
耕。然而，疫情暴发，出行受限，在老家过春
节的黄声林急得团团转。

2月14日，黄声林决定回澧县甘溪滩
镇搞生产，心想被隔离也比呆在老家强。

并将想法报告了东门村党总支书记游述
祥和联村干部、甘溪滩镇纪委书记汤敏。
镇村干部连忙劝黄声林“不要动”，并表
示，育红薯苗的事，村里想办法。

第二天一大早，汤敏、游述祥和其他镇
村干部来到红薯种植基地，现场商讨红薯播
种事宜。最后统一意见，委托一直帮黄声林
打理的村民王际玉“代管”，组织附近劳动力
播种。同时要求，务工工资不上涨，以成活率
结账，并由一名村干部督查质量和进度。

当天中午开始，王际玉就组织村民下地
干活。平整土地、安装喷灌设备、栽下红薯
种、盖薄膜……基地里，村民们在没有“老
板”监督的情况下，有序耕种。一些技术难
题，黄声林通过视频，远程教村民如何操作，
还画了搭建大棚的示意图。

目前，6 亩红薯种已播种完成，能够保
障黄声林流转土地种植需求。但黄声林决定
再扩种几亩红薯种。“湖南的乡亲帮我育苗，
我也应该给乡亲们做点事。到时红薯苗长出
来，免费送给乡亲们，并愿意保底收购红
薯。”黄声林对王际玉说，新的一批红薯种运
到后，再麻烦她播种一次。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见习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龚仲秋 谢远丽)

“我们前天才提交贷款申请，今天
3000万元贷款就已到账。”2月26
日，湖南回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先生说，农行娄底分行送来及
时雨，解决了公司生产防疫物资的
资金难题。截至当日，该行已为当
地企业办理续贷、展期和新投放贷
款2.15亿元。

据介绍，为支持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农行娄底分行积极用好、
用活信贷政策，建立疫情防控业
务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按照“随时
报、随时审、随时批”要求，对涉及
疫情防控的信贷业务优先办理，
并在上级行利率授权范围内，给

予优惠，为复工与春耕备足“子
弹”。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企业不
压贷、不抽贷、不断贷，研究制定

“一户一策”帮扶措施，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续贷、展期、调整贷款
利率和还款计划等，为企业纾困
解难。

同时，农行娄底分行主动对接
医疗服务、医用药品等重点领域，
提供专属金融服务、专项融资，对
医疗企业新投放贷款 4500 万元；
积极推广“药商 e 贷”，投放贷款
1200万元，帮助62户药品经销商
补充急需药品和器械；加大春耕备
耕金融支持，重点围绕“菜篮子”

“米袋子”工程，新投放贷款 1800
万元。

长沙县:13名战“疫”先锋得到提拔

湖北伢子，你的红薯给你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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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因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
线下生意两重天。一边是空荡荡的线下卖
场，一边是闹哄哄的网络直播间。

找个角落，支起手机，不需要打光，
也无须助理。疫情期间，商场柜姐、建材
老板、餐馆厨师、书店店员、汽车销售顾
问、房屋置业顾问……原本在线下工作
的人们，摇身一变成为网络主播，在“云
端”构建起“万物皆可直播”的热闹氛围。

“本来很绝望，直播带货又让我看到
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商户老板从中找到
了重振销售的信心。

也有不少人怀疑，当疫情过去，生意
场上，直播带货的“狂热”，会昙花一现吗？

启晨车服弹个车吧集团总经
理汪建军，以及公司的一百来号汽
车销售顾问，都学习了直播卖车课
程。

实际操作时，汪建军依然感慨
“太难了”。

2 月 29 日，汪建军和员工们在
长沙弘高车世界的二手车行进行了
一场直播，他向观众展示新收的一
辆奔驰二手车，为了提供“干货”，他
边拆车维修边讲解，费尽力气，最终
观看量不过百人。

“直播看似门槛低，没有专业的
团队很难成功。”汪建军最终得出结
论。

几个传统线下员工、一个支架、
一台手机，基本上是目前各行各业
直播的全部配置。记者发现，这个直
播配置对家居建材、家电、房、车等
专业领域较强的行业远远不够。

东鹏瓷砖的门店负责人陈介将
自己门店直播的员工称为“草台班
子”。他说：“家居建材的专业导购，

年龄偏大，面对镜头紧张得说不出
话；口才好、颜值高的年轻人，又连
地砖和墙砖都分不清。”

设备更是大问题。他拿出手机
示范，透过直播间看瓷砖，瓷砖色差
十分严重，甚至连是磨砂的还是镜
面的都看不分明。

年轻活泼的服装导购邓丹没有
面对镜头和设备的烦恼，困扰她的
是：不少连锁品牌还没有推出相应
的直播折扣，员工不能私自做活动，
但直播间的观众都是冲着秒杀优惠
来的，这让她很为难。即便有爆款，
也不敢大肆介绍，怕没货。

“总之，口干舌燥说了2个小时，
‘白吆喝’了。”邓丹沮丧地说。

尝试做了几场直播之后，湖南
苏宁长沙大区采销总监吴轶鸣对此
也深有体会。

“直播的核心就是低价和补贴，
不打个‘粉碎性骨折’，很难激起直
播间里消费者的购买欲。”吴轶鸣
说。

但她同时发现，如果能在线下
门店成百上千的商品中，精准地选
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也能取
得不错的带货效果。

她告诉记者，高温煮洗洗衣机、
家用消毒柜等原本不太受关注的家
电，在疫情期间，经过导购在直播间
详尽的功能介绍后，挖掘了人们的
消费需求，销量暴增；看到朋友圈争
相开始比拼厨艺，湖南苏宁立马将
电烤炉和烤箱带入了直播间，也卖
得非常不错。

直播培训师梁萌认为，想要通
过直播带货，线下门店还需要前期
积累，除主播本身要具备丰富的专
业知识外，还要通过持续发布短视
频作品营造信任感和专业度，坚持
每天定时直播增加粉丝的黏性，再
加上主播在直播间带动气氛。“不少
人就卡在前期积累的阶段。”梁萌
说，“直播带货虽火，但各行各业都
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
段。”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罗初

发特殊补贴、推出“资助包”、送
流量“补给包”……3月2日，记者获
悉，湖南省教育厅近日下发《关于抗
击新型肺炎疫情做好学生资助工作
的紧急通知》,我省多所高职院校也
纷纷推出暖心举措。

当前，全省高校学子均开启线上
学习模式，网络流量成为“必备干货”。
不久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
8000余名同学欣喜地发现，银行卡里
都悄悄地多了38元。原来，这是该学
院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大学生线上学
习所产生的流量费给予的补贴。该学
院负责人介绍，目前，每人38元、共计

33.79万元的基础补贴已经下发，后期
还将根据学生到课率、课堂互动和线
上作业完成情况等进行奖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1851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里没有宽
带的学生送上“50G暖心流量包”，以
方便同学在家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另
外，该校已建立疫期学生资助工作专
项信息周报制度，全面掌握学生疫情
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启动“化
院春雨”疫情防控期间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应急资助工作。感染新冠肺炎的
学生或其家长确诊的学生，根据受疫
情影响情况可以获得5000元、3000
元、2000元不等的专项资助；疫情期

间在湖北居住的家庭经济困难在读学
生可以获得每人1000元的补贴；参与
疫情防控志愿者或因疫情影响导致家
庭经济负担加重的贫困生等，还可以
获得特殊补助。建档立卡的贫困生可
以获得每人20G湖南省内手机“助学
流量包”，同时获得38元的流量补助，
无障碍完成线上课程的学习。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也为贫
困生推出爱心“资助包”。对所有受疫
情影响的贫困生，根据受疫情影响情
况分 3 类分别给予 1000 元、2000
元、3000元专项资助。凡湖北籍常住
学生和被困湖北未能返家实习学生，
分别给予1200元和1000 元的经济
资助。同时，开展春节往返车费专项

资助，减轻受疫情影响的湖北籍以及
部分疫情严重地区贫困学生返校的
交通经济负担。

为了畅通贫困学生线上学习渠
道，省教育厅、省通信管理局组织中
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南有
限公司、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开展
线上教学手机流量帮扶行动，为全省
一线教师和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分别提供“助教流量包”、“助学
流量包”。开展线上教学服务的教师
提供每人 50G 湖南省内手机“助教
流量包”；为全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每人20G湖南省内手
机“助学流量包”。同时，全省师生可
免费使用线上教学平台。

抗疫期间，发补助送流量资助车费
湖南多所高职院校多举措帮助学生

娄底：

金融活水助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梓瑞 向佳君

“多亏你们电话提醒，帮我们省
了 1.6 万元电费。”2 月 27 日，湖南元
亨科技股份公司经理陈震堃向国网
岳阳供电公司电费核算班班长罗晶
晶致谢。

10多天前，国家发改委出台《关
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
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
知》《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灵活电
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
岳阳供电公司立马增添了一项新业
务——给客户“打电话”，介绍电费优
惠政策。同时，实行“网上办公、线上
审批”，实现24小时受理办电业务零
上门、零审批，并开辟“抗疫时刻业扩

预约绿色通道”，为相关企业客户办
理用电业务39件。

“电费优惠政策发布后，我们每天
主动给企业打电话，建议客户下载‘网
上国网’APP，提出用电需求，第一时
间让电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罗晶晶
对这段时期公司“新业务”印象深刻。

2 月 17 日，元亨科技复工。罗晶
晶当即给公司打电话，建议他们在

“网上国网”APP办理“变压器暂停”
申请。罗晶晶告诉记者，根据相关电
费政策，供电部门总计为客户退还基
本电费1.6万元。从申请到办结，不到
24小时。

岳阳供电公司负责人透露，截
至2月28日，岳阳市已有100多家企
业提出“变压器暂停”申请，预计可减
免基本电费约200万元。

一个电话省下电费1.6万元

“口干舌燥说了2个小时，‘白吆喝’了”

——火爆背后，直播带货在“摸着石头过河”

制图/李妍

“直播带货，关键要看带的是
什么‘货’”

——疫情过后，直播带货何去何从

疫情过后，还想继续直播吗？记者采访
的所有“新晋网络主播”们都给出了肯定的
答案。

“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长沙电商
协会秘书长王英平认为，随着5G技术逐步
推广，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以及用户消费观
念和习惯的变化，直播带货，原本就是商家
顺应新时代消费方式变革的大趋势，也将在
未来成为人们的一种主流生活方式。

在李佳琦、薇娅等网红主播的卖力吆喝
下，2019 年成为“电商直播元年”。王英平
说，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不少具备前瞻眼光
的线下商家开始陆续布局线上直播，但进程
缓慢。因此，疫情期间出现的“直播带货”热
潮绝非偶然，反而“倒逼”了不少线下商家在
阵痛中提前转型，成为一个巨大的机遇。

如何将直播做成一个长久的事业？
“柜哥”陈铮说，自己平时没事时，除了

看李佳琦等网红主播的视频学习直播技巧，
还会多看彩妆护肤方面的书籍，了解产品成
分，最近，他还计划考取彩妆师的相关证件。

直播了半个多月时间，陈铮发现了一个
规律：如果是单纯为了“带货”而直播，光介
绍产品，大家往往不会下单，反倒是讲解护
肤知识时，直播效果比较可观。

“不能只为了‘卖货’而直播，而要提供
有‘干货’的服务。”陈铮说，长期来看，直播
带货，对导购个人而言，最难的不是面对镜
头，而是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直播带货，关键要看带的是什么货。”
启晨车服弹个车吧集团总经理汪建军认为，
站在行业的角度，汽车行业要依靠线上交易
是不实际的，带“货”带的应该是品牌和服
务。因为直播的获客成本低，持续的线上互
动也有益于增强与客户之间的信任感，增加
车行的曝光度，为消费者提供透明的服务，
从而向公众呈现出更好的品牌形象。

“对汽车行业而言，直播是锦上添花，而
非雪中送炭。”汪建军说。

湖南苏宁易购连锁平台总经理叶鑫对
家电行业的直播前景十分看好。在他看来，
线下门店的直播，跟李佳琦等主播的直播不
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服务的对象可以精确到
周边社群，“社群直播，可以真正实现家门口
购物，享受家门口服务。”

株洲电商协会会长罗威告诉记者，“带
货”是目前各行各业“自救”不得已的手段，
长期来看，直播不是“昙花一现”，而将成为
一种新的营销推广手段，和线下服务并存。

“但是，狂热之后必然会回归理性。”在服
饰电商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罗威说，等疫
情结束，直播带货从刚需变成非刚需，如何利
用直播“种草”、给线下引流，为消费者提供更
好的购物体验，才是真正考验商家的时刻。

“从来没想过，家居建材也能
线上直播”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涌入
直播间

2月29日，红星美凯龙长沙岳麓商场
迎来农历春节后的开业第一天，以直播的
方式。

“先介绍品牌，然后互动，问直播间的
观众问题，接着推荐几款瓷砖，最后发红
包……”下午3时的开店直播快要开始了，
主播荆晶最后一次跟商户彩排直播流程。

瓷砖、木门、橱柜……1个半小时的直
播时间里，7 家不同家居建材品类的商家
拿出折扣价，送出体重秤等小礼品，发出现
金红包，吸引了近2000人观看。

“木门有环保认证吗？”“看看赠品都有
什么。”“安装费怎么算？”跟空荡冷清的家
居商场形成鲜明对比，直播间里留言不断，
异常热闹。

“这是我们家居商场第一次逛店直播。”
荆晶对直播效果比较满意。她打开微信，记
者看到，上百名观众扫描了直播群二维码，
群里已经有意向客户在咨询直播的商品了。

东鹏瓷砖的门店负责人陈介也是开店
直播的商家之一，每讲完一个商品，都要紧
张地擦擦汗，好不容易结束了，他感慨道：

“从来没想过，家居建材也能线上直播。”
转型成网络主播，对陈铮来说，似乎更

得心应手一些。
23岁的陈铮，是长沙友阿奥特莱斯五

一店梦妆护肤品专柜的“柜哥”。在情人节
的一场直播中，他 1 小时收获了 1 万多名
粉丝，成为商场的“直播一哥”。2月29日，
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给商场的一家男装
店铺的导购进行“辅导”，讲解直播要领。

“要有激情，多跟直播间互动”“提前准
备几个时下的热点话题，以免‘尬聊’”……
这些都是陈铮看美妆博主李佳琦的直播学
来的技巧。他说，疫情期间，友阿集团的“友
阿购”小程序上线直播功能，门店导购全员
转型当主播，他边观摩学习边实践，直播了
半个多月，“带货量”反倒比线下翻了好几
番，让他喜出望外。

家电行业也在直播间里尝到了甜头。
2 月 28 日下午 3 时，湖南苏宁总经理

窦祝平亲自上阵，携手美的、小天鹅等品牌

负责人，在苏宁的榴莲视频平台上直播介
绍洗衣机、冰箱等11款产品，一口气卖出
200多万元。

据了解，湖南苏宁从2月10日开始直
播卖货，每场直播销售额从最初的46万元
逐渐上升到上百万元，全省门店目前通过
线上直播，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
销售额。

直播带货面前，各行各业都不甘落后，
期待找到重振销售的机会。

2月28日，株洲芦淞区委副书记杨晓
江在株洲王府井百货抖音小店的直播间
里，对着镜头喊出“一个字说三遍，买！买！
买”，为服饰行业“站台”，当场直播销售额
超过240万元。

当当梅溪书院早在 2 月 13 日便在淘
宝开启了第一场直播，上架了拼图、八音盒
等文创产品，得到书友们的支持。

就连房、车这些“大物件”，也被“塞”进
了直播间。

近一周来，铜官窑古镇石渚湖公寓置业
顾问陈滔每天下午都要花40分钟时间，在房
天下直播介绍公寓。“虽然还没成交，但是有
希望，已经有意向客户了。”他颇有信心地说。

大搜车公司湖南区域培训师梁萌告诉
记者，目前，湖南已经有10多家车商在组
织员工学习她的直播卖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