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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5日同加纳

总统阿库福-阿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加建交 60 年来，两国传统友

谊历久弥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近年来，中加合作呈现
全面发展良好势头，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加纳在内的非洲国家守
望相助，共同抗击疫情，展现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谊。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库福-阿多总统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在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阿库福-阿多在贺电中表示，恩克鲁玛总统、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和培育了加中
友好关系。60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效显
著，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
席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非凡领导力，中国为包括加
纳在内的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帮助和支持，赢得国际赞誉。加
纳坚定支持国际团结合作抗疫。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
巩固传统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深化两国合作。

就中加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加纳总统互致贺电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胡鸣 李鹏）近日，位于郴州高
新区的长歌智能科技公司内，新招聘的近百
名员工熟练地生产蓝牙耳机、智能穿戴等产
品配件。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第一条生
产线今年6月投产前，郴州高新区人社部门
第一时间通过线上线下，帮企业招聘了急需
的焊锡工、维修工程师等近百名员工，还聘请

有关专家开展技能培训。
今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郴州市

加大“六稳”“六保”工作力度，精准施策、协
同发力，全面落实用工保障、返岗服务、减负
稳岗、网络招聘、技能培训和就业扶贫等“六
大行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和困难，打通就
业群体求职渠道。该市积极落实用工保障
和开展返岗服务行动，拿出就业专项资金

5000万元，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劳动者自主
创业和灵活就业，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强有力
的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建立重点企业用
工优先保障机制。到 4 月底时，全市 145 家
重点用工保障企业复工率 100%，员工返岗
率 10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复产率
99.9%，累计复产到岗员工 16.75 万人，到岗
率101.6%。

稳就业就要稳企业，稳企业就要减负担、
稳岗位。郴州市及时执行“免、减、缓、返、补”
的阶段性政策，助力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存
量。目前，已为全市企业减免社保费 3.3 亿
元；同时，郴州还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3116.8 万元，惠及企业 257 家，稳定职工
49369人。

此外，郴州把网络招聘行动、技能培训行
动和推进就业扶贫行动相结合，对失业人员、
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人员技能培训进行全
覆盖。今年来,先后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长株潭等地，组织输出贫困劳动力1.3万
人次，发放交通补助260万元。

今年前 5 个月，郴州市仅城镇新增就业
23397人，完成年度任务的42.54%。

郴州“六大行动”端稳就业“饭碗”
前5个月，城镇新增就业23397人，完成年度任务42.54%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彭业忠 向莉君 通讯员 欧
昌银 龙爱清)“待遇变了、身份变了，解决了后顾之忧，今后
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工作！”7月1日，花垣县石栏镇辽求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麻顺辉，签下参照事业单位管理选
聘协议后，很是激动。

当日，花垣县举行“一肩挑”村支书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选聘签约仪式，来自12个乡镇的12名村支书，成为试行事
业编制待遇后的首批村支书。这标志着该县村支书“专职
化”管理工作拉开帷幕，也标志着花垣成为湖南省第一个试
行村支书“专职化”管理的地区。

▲ ▲

（下转2版）

花垣试水村支书“专职化”
12名村支书享受事业编制待遇

湖南日报7月 5日讯(通讯员 贺小花 曾鹤群 记者
孟姣燕)湖南“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落幕，记者今
天从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获悉，全省 14 个市州、108 个区
县参与专项行动，共举行网络招聘会 219 场，现场招聘会
121 场，其中贫困劳动力专场 50 场，共发动 2.66 万家用人
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 115.6 万个，吸引了 39.5 万名求
职者求职，17.86 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按照人社部统一部署，3月20日至6月30日，湖南省人
社厅开展了“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暨第七届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湖南站活动。这是近
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网络招聘活动。

专项招聘行动形式多样，就业服务“一条龙”。根据人
社部部署，湖南分会场四五六月每月 18 日推出主题招聘
会，分别开展了湖南省医药卫生、城市保供、物流配送及生
活服务单位线上专场招聘、湖南省国有企业线上招聘专
场、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湖南
站)。全省14个市州根据本地的产业特色分区域招聘秩序
每隔一天分别举办一场特色专场主题招聘会，鼓励电视直
播、新媒体直播等多种方式，在防疫低风险地区，允许小规
模招聘会进村社。4月18日，湖南省医药卫生、城市保供、
物流配送及生活服务单位线上专场招聘以抖音直播的形
式开展，3800多名求职者参与在线互动。株洲、娄底、湘西
州深入贫困村镇举行贫困劳动力专场招聘。永州市通过

“永州智慧就业”平台归集了招聘岗位4.92万个。

17.86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湖南“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落幕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刘勇）7月5日13时，省水文
水资源勘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流域降雨及水
库下泄流量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内，洞庭湖石龟山
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38.50米)0.3米左右的洪水，安乡河
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37.00 米)0.8 米左右的洪水；未来 24
小时内，南咀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34.00米)1.3米左右的
洪水、沅江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33.50米)0.9米左右的洪
水；未来 72 小时内，城陵矶河段将继续维持在警戒水位
(32.50米)以上，预计最大超警幅度在0.6米左右。具体影响
范围为沅江市、南县、安乡县、岳阳县、岳阳市辖区、津市市。

省水利厅指出，由于未来一周湘西北仍处于降雨集中期，
要加强防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怀化北部
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并持续关注洞庭
湖区汛情发展，特别是要注意提前应对高考期间强降雨对湘
西北地区考务工作及交通出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刘勇）根据当前汛情、天气
和水文预报，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自7
月5日12时起，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Ⅳ级提升至Ⅲ级。

省防指指出，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等市州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要按照应急响应
要求，全面动员部署，积极做好应对工作，确保度汛安全。其
中，岳阳、常德、益阳重点做好洞庭湖区和澧水、沅水下游流域
性洪水防御等工作，张家界、自治州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
御、水库防守保安、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城镇防涝等工作。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和自

治州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

我省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湖南日报7月 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
国庆）“有歌声的地方就
有梦想，有梦想的地方就
有希望。”7月5日上午，记
者来到地处祁东县偏远山
区的蒋家桥镇栗山学校。
校长周秀梅说，这段时间，
她逐字逐句阅读了湖南日
报有关祁东县启航学校留
守儿童合唱团的报道，很
感动。留守孩子用歌声点
燃了音乐梦想，打开心灵，
放飞了希望，实在是太好
了。

今年6月中旬以来，湖
南日报先后对祁东县启航
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的事
迹进行了报道，在该县教
育界和各学校引起了强烈
反响。县教育局负责人说，
启航留守儿童合唱团的经
验做法值得在全县各学
校，尤其是留守儿童多的
偏远山区学校推广，要让
广大留守儿童感受到“幸
福的模样”。

栗山学校是一所集幼
儿园、小学、初中于一体的
学校，在校学生3212人，大
多为留守儿童。该校借鉴启
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的

经验，有针对性地开设了多元的艺术课程，
如舞蹈、钢琴、跆拳道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同时，学校与省岳麓书院国学基地合作，
引进国学教育，让留守儿童明道德、知礼仪、
懂感恩，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过水坪镇大兴岭村黄马塘小学，全校
仅有13个学生，全是留守儿童。记者来到
该校时，学校负责人正在带领孩子们排练
节目。一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合
唱结束后，学校负责人为孩子们鼓掌点
赞。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成立留守儿童
合唱团是为了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培
养孩子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让他们从合唱中提高综合素质，锻炼
综合能力，也为学校增添了更加浓厚的艺
术氛围。

目前，祁东县有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
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近几年来，该县
出台了“青少年教育齐抓共管实施方案”，搭
建家、校、社“三位一体”共育平台，从全国各
地招录了60余名专职专岗心理教师扎根学
校，定期开展班主任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素
养提升培训，让心理健康教育课进课表、进
课堂、入考试；分类梳理甄别学生情绪状况，
建立“一生一册”学生情绪管理档案，及时总
结学生心理发展变化的情况。同时，通过开
设家长接待日及家长热线、设立家长工作室
等，促进家校互动共育，拉近亲子距离，并大
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亲子课堂、儿童之
家和合唱团等关爱留守儿童主阵地建设，为
留守儿童成长闯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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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陈美君

7 月2日，祁阳县潘市镇老司里村田垄整齐，青翠
的黄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西红柿……放眼望去，仿
佛一张色彩斑斓的蔬菜大网。

正在田间组织大家采摘蔬菜的70岁村民段世旺，满
脸笑容地说，看到这，想起了陪伴大半辈子的渔网。

段世旺在村里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排头师傅。
老司里村地处湘江边，村民们祖祖辈辈捕鱼为生，

渔网是不可缺少的谋生工具，备受珍爱。每年农历九
月十四日，村民们会舞黄龙，抬出直径80米的大渔网，
港口安排16艘渔船在岸边等待，32名村民拽着渔网，
登上渔船，依次驶出港口，在湘江上选择一处江面撒
网，等上一段时间，合力收网。

▲ ▲

（下转6版）

小渔村的前世今生
金中基

人类的历史是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前进，
其文明进步的走向却是“人与自然和谐”。

湘 江 边 上 有 一 个 小 渔 村 ，名 叫 老 司
里。这里世代以捕鱼为生，自明朝起发明
的一种抬网闻名遐迩，80 米直径的大渔网，
一网能捕鱼上万斤。每到水丰鱼肥时节，
渔民以船为家，沿湘江顺流而下，一路捕到
湘潭、株洲等地。江风渔火，在远去的岁月
流淌闪耀。

这里渔民生活习俗的改变，缘于湘江的
禁渔令。近几年，他们摒弃祖先留下的生存
法则，离船收网上岸，从此“鱼放湘江”告别
水上生活。昔日的渔民，而今种地当菜农，

办农家乐搞旅游，一片热气腾腾，只有抬网
被当作民俗表演留存下来，见证着小渔村的
历史。

小渔村之变，无疑是湖南发展的缩影，更
见证了生态文明的重大进步。

“鱼米之乡”湖南，渔歌传唱了几千年，有
“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的喜人场
景，而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与忧愁。

渔民上岸，这一历史性的创举在湖南起步
较早。经过多年努力，洞庭湖上，长年以船为
家，在陆地上没有固定住房、没有田地，有些甚
至连户籍都没有的“水上人家”纷纷搬迁上岸，

过上住有所居的陆地生活。特别是近几年，湖
南把湘江流域保护和治理作为省“一号重点工
程”，像保护生命一样守护好一江碧水，“漫江
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景象
重现湘江母亲河。

洞庭渔民上岸、湘江保护治理，不仅仅
表现在彻底改变祖辈传承的生存方式，走出

“捕鱼”这种原始的刀耕火种陋习，让百姓不
再居无定所、漂泊流离，过上幸福的现代生
活，更重要的是对推进生态文明进程的重大
贡献。河湖变得清澈，鱼儿自在遨游。从与
水相争到人水和谐，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人水和谐，文明一大步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郑丹枚 蒋
剑平 通讯员 阳望春）盛夏，南山国家公园
试点区，林木繁茂，绿意盎然。6月26日，
在公园白云湖片区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
镇坳岭村，村民刘益富正在巡山护林。他
说：“我将自家的500亩林地流转给国家公
园，一年有 25000 元生态补偿收入。我守
护的既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呐！”

坳岭村党支部书记伍玉彪介绍，全村已
有2.5万亩林地流转给国家公园，仅此一项人
均增收4000元左右。采伐停止了，12名村民
被聘为护林员，村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是 2016
年 7 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设立的 10
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之一。试点以来，南山国
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着眼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坚持严格保护，精心呵护湘桂边界
这颗绿色明珠。

根据试点区集体林比例较高的实际，南山
国家公园大力推进集体林“三权分置”改革，
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自愿原则，将自
留山、责任山和集体山林等集体林地经营权
统一流转为生态公益林，确保集体林权流转
后农民利益不受损、资源有增加、生态受保

护。目前，已完成集体林经营权流转22.8万
亩，每年为林农新增生态效益补偿765万余元。

同时，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实施产
业退出、生态修复项目建设、生态移民搬
迁、封禁管理等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向更深
处拓展。该局还与城步苗族自治县联合执
法，加大对园内草原、森林、湿地和野生动
植物的保护与监管。

试点以来，南山国家公园区域内新增林地
1.1万余亩、草地0.5万余亩，自然植被覆盖率
由原来91%提高至92.7%。新发现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据最近监测，留居
公园内的候鸟种类从试点之初的97种增加到
123种。目前，南山国家公园已进入试点冲刺和
申报验收阶段，我省首个国家公园呼之欲出。

我省首个国家公园呼之欲出
南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新增林地1.1万余亩,自然植被覆盖率提高至92.7%

7月5日，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民族中学高三学生在进行掰手
腕游戏。高考在即，该校在组织学生做好功课复习的同时，适时开
展趣味游戏活动，让考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迎接2020年高考。

严钦龙 杨进节 摄影报道

7月5日，龙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工作人员对考
场进行消毒作业。该县高度重视高考组考工作，不
断完善硬件设施建设，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
境。 曾祥辉 摄

7 月 5
日，常宁市
培元街道西
上社区，晨练
的群众站成

“加油”字样跳
手 语 舞 。 当
天，“文明常宁，
爱心助考”活动
在该市启动，志
愿者们通过为高
考学生免费送考
等文明志愿活动，
为高考学子营造
一个文明良好的考
试氛围。
周秀鱼春 曹正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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