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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立

8 月 14 日晚，一位中年男子在常
德火车站内突发疾病倒地，前往成都
参加考试的两名女医学生立即进行心
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整个过程近20分
钟。但遗憾的是，倒地男子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据悉，这两名见义勇为者是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有临床抢
救经验。

这段救人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
但没想到的是，却遭到了个别网友的恶
搞：“次日男子家属把两名学生告上法
庭，原因是两个女生没有行医资格证，
这剧情怎么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就
是这样一条善恶不辨、美丑不分的留
言，居然获得了6.1万次的“点赞”。

单纯从结果来看，两名女孩的施
救没能成功。然而，这也恰恰凸显救治
之艰难与复杂。何况，医术再高明的医
生也不是神仙，也无法保证“凡救必
活”。正如不少网友的留言：“她们尽力
了，可惜事与愿违”。令人欣慰的是，逝

者家属事发后当面向救人者致谢。
在公共场所有市民忽然发病，路人

出手救人，这是很多人见过的急救场
景。但是，万一救人失败怎么办？见义勇
为者会担责吗？《民法典》第一编第8章
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举重以明轻。如今，国家已从
立法的层面豁免救助人对受救助人造
成的损害，实际上是为紧急救助的后续
责权“托底”，为好人“撑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
期待见义勇为蔚然成风，全社会就应
当大张旗鼓地激励每一次见义勇为。

至于个别网友的恶搞，以及6.1万
的“点赞”，显然是对见义勇为者的不
敬，分明向社会传递了负能量。相信这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因为不懂法，率性
而为，恶搞、点赞只是显示其无知。也
显然，他们的行为都与《民法典》的规
定相悖，且与“待人友善”格格不入，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应受到
公众的质疑和谴责。

三湘时评

恶搞见义勇为者，
良心不疼吗？

一线见闻

落实落实““六稳六稳”“”“六保六保””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毛术文

8月22日，湘西经济开发区，洁宝日
化(湘西)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忙碌，前来拉货的车辆从公
司大门一直排到车间门口。

今年以来，通过百名行长联千企行
动，华融湘江银行湘西分行已经为该公
司精准提供了近 4000 万元的贷款，解
决了公司的融资难题。

除了洁宝日化，湘西州很多实体企
业得到了金融机构及时、精准的帮助。
今年前 7 月，湘西州新增贷款 142.55 亿
元，增速 21.36%，同时，小微企业贷款、
涉农贷款等也得到金融机构的精准帮
扶，增长明显。

为保市场主体,湘西州开展“百名行
长联千企”活动，湘西州、县两级银行建
立行长定点联系机制，361 名班子成员
结对帮扶1805家民营小微企业，在稳金
融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支持，
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行长肖
继辉表示，湘西州金融机构将持续推

进百名行长联千企这项措施，不断深
化金融帮扶力度，给企业送去“及时
雨”。

及时支持实体经济
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统计显

示，截至今年7月末，湘西州各项贷款余
额突破 1000 亿元大关,达 1010.91 亿
元；1 至 7 月，新增贷款 142.55 亿元，增
速21.36%，居全省第三。

“搭帮金融部门的鼎力支持，否则
公司哪有今天。”洁宝日化(湘西)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陈文胜感动地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负责联系该公司的华融
湘江银行湘西分行，了解到公司复工复
产初期资金出现困难时，在人民银行湘
西州中心支行的支持下，立即开放绿色
通道，仅 40 个小时就完成开户、资料收
集、贷款审批等工作，给公司发放了200
万元的全省首笔专项再贷款。

今年以来，为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加大对危困企业的金融支持，人民银
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联合湘西州金融办、
州工商联、州工信局、州银保监分局等部
门，在湘西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推进

“百名行长联千企”的措施，为制造业、科
创企业、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重点
领域量体裁衣,开辟专项绿色审批通道，

为受困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帮助。
“人行带头，对接企业的行长，必须

一个季度至少走访一次，行长的电话直
接提供给企业，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
话。”谈到百名行长联千企的具体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副行长
李二平告诉记者。

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银行
还对各个企业派驻联络员，进行“一对
一”的点对点帮扶，切实做到能贷则贷、
应贷尽贷，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

精准对接重点企业
6 月 28 日，在湖南省金融支持稳企

业保就业入市州进园区系列活动湘西
专场上，13家银行与湘西州各县市的25
家企业现场签约25个项目。

在百名行长联千企行动中，湘西州
政府主动搭台，当好银企的“服务员”，对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进行登记造册，并定
期发布。按照成熟一县对接一县的原则，
以县市、分行业为主体推进银企对接。

“我们只知道搞生产，怎么和银行
联系，怎么去贷款，我们都不懂，银行主
动上门，帮了我们好大的忙。”谈起湘西
州推行百名行长联千企的举措，湖南恒
裕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元良感慨不已。
为了精准对接湘西州域内企业，人

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湘西州政府金
融办等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分类梳理重
点企业，4次发布企业名单供各金融机构
精准对接，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直达企业。

其中，联合发改、工信、扶贫、商务
等部门，发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增收的企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852
家；联合农业农村局发布乡村振兴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424 家；第一时间转发长
沙中支下发的文旅领域企业名单 8 家、
商贸领域企业名单30家、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名单30家。

现在，湖南恒裕新材料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在泸溪农村商业银行的帮助
下，已经从疫情期间的困境中摆脱出
来，该公司的自热火锅产业快速发展起
来。说到是否还需贷款，杨元良直言，公
司现在已经开始赚钱，资金这块已经不
用再发愁。

同时，湘西州金融机构还围绕特色
优势产业，推出了“油茶贷”“百合贷”

“黄金茶专项贷”“湘西黄牛银团贷”等
信贷产品，重点支持湘西州油茶、茶叶、
黄牛、百合、猕猴桃等带动面大、带动效
果好的优势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更
多贫困户增收。

百名行长联千企保市场主体
1至7月，湘西州新增贷款142.55亿元；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
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
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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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于新凡

董石桂

梁文明

姚英杰

谭克涛

王璞

陈大雄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籍贯

湖南
益阳

湖南
衡东

湖南
涟源

湖南
华容

湖南
茶陵

湖南
湘乡

湖南
宁乡

出生年月

1973.02

1963.04

1968.07

1964.03

1963.07

1971.05

1966.05

学历

省委党校研究生

研究生

在职研究生

研究生

大专

大学

在职研究生

学位或专业
技术职务

管理学硕士

法学博士

法学硕士

历史学硕士

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管理学博士
高级工程师

政治
面貌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中共
党员

现任职务（职级）

长沙市芙蓉区委书记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省能源局局长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省机场管理局副局长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拟任职务（职级）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省委巡视组组长

省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省机场管理局局长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湖南工贸技师学院院长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奕楠

“‘七夕’也是情人节，不送礼物会
不开心。”每到情人节，28岁的郭女士
与丈夫总要互送礼物，这已经成为两
人心照不宣的默契。以往，七夕节似乎
专属于牛郎织女，而如今，不少情侣、
夫妇满屏“秀恩爱”，让单身人士直呼

“扛不住”。节日的仪式感让中国传统
情人节成为新的消费节点，浪漫消费
扑面而来。

从消费品类来看，美容美发美体
等项目成为七夕的提前筹备项目；七
夕约会就餐越来越注重仪式感和品质
感，提前订座等功能被消费者看重，餐
饮品类消费旺盛；旅游、拍情侣写真、
夜场乐园打卡等也成为新型的约会方
式；护肤品、鲜花、包包等在礼物排行
榜上居前列。

从人群来看，“90 后”占主导，除
了年轻情侣，已婚有娃族、50 岁以上
的中老年群体也都加入过节热潮中。

近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七夕节
的“前奏”已经在长沙吹响。

“从 25 日开始，在七楼的雕塑花
园将会有一个告白打卡墙，供情侣们
记录甜蜜瞬间。”长沙国金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商场已经开始为七夕节做预
热。各个门店也纷纷推出“七夕单品”，

心形的包包、情侣手表、护肤品等，当
然还少不了“七夕大餐”。

秀恩爱是七夕的主旋律，但也不
能忽视对单身男女的“慰藉”。国金中
心将请八位陌生男女“速配”约会，全
程跟拍，制作“真人秀”宣传视频造势。
9 月底，将会根据线上报名组织一场
单身派对，吸引单身男女参与。

当“非遗”遇见沉浸式剧情，会
擦出怎样的火花？8 月 19 日下午，长
沙市雨花非遗馆正在搭建场景，准
备在七夕节将雨花非遗馆打造成为
长沙最大的真人沉浸式剧情解谜体
验馆。8 月 22 日至 25 日，雨花非遗馆
将轮番上演七夕剧情闯关、斗巧擂
台赛、鹊桥集市。玩家需在 2.4 万平
方米非遗馆内，寻找 17 位古风角色，
打卡 14 个非遗体验场景。剧中 2000
余件道具，包含传统弓箭竞技游戏，
鲁班锁、七巧板等“烧脑”机关，堪比

“密室逃脱”。
“利用好时间节点，将传统文化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示出来，也能
促进疫情过后的文旅经济复苏。”雨
花非遗馆工作人员刘琛说，活动预告
发出后，线上报名人数很快破千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过传统
节日，非遗馆能够为他们增加一种消
费选项。

七夕：楼梯还没响“仙女”已下凡
传统情人节，浪漫消费“擦出火花”

湖南日报8月 23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湖南省食品安
全示范创建现场推进会日前在岳阳华
容召开。会议部署深入推进食品安全
示范县市区创建，加快建立完善食品
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

建每 2 年为一个创建周期，由省食安
委统一部署，省食安办具体组织，创建
地区政府自主争创，按照启动部署、组
织创建、自查申报、市州复查、综合评
价、命名授牌等程序进行。

根据部署，政府是食品安全示范
县市区创建的主体，各市州食安办、市
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督促。坚持
问题导向，创建县市区要认真查找本
地区存在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推动
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升，建立健全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努力
解决群众食品安全方面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持续增强群众对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率。

我省提出，力争到 2023 年，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个以上、省
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30个以上，创
建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1个以
上、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10个以
上，形成全省上下机制完善、管理科
学、实效显著的创建工作体系。

省食安办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刘湘凌介绍，全省开展食品安
全示范创建，就是要用好创建过程，把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
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升级中加快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中促进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推动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建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上接1版）
“扶贫车间不求‘高大上’。”武冈市

市长唐克俭说，租下贫困村的空置房，
因地制宜搞加工，老人和妇女也“有班
上”“吃得消”。

“邵阳模式”好在长短兼顾。省扶贫
办专家称，栽下“产业树”，长久有收益；
贫困户就近打工，挣现钱又照顾家庭，
脱贫路上“走得稳”。

奏响扶贫“大合唱”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硬骨头”越

多。为了啃下“硬骨头”，邵阳奏响扶贫
“大合唱”。

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
度贫困地区，政府组织易地扶贫搬迁，8
万多名贫困人口搬迁至县城周边，就业
增收有门路。

8 月 12 日，邵阳县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小区梅溪嘉园的扶贫车间里，来
自下花桥镇岩头村刘小花正麻利地制作
装饰灯笼。熟练掌握制作工艺的她每天
可做300多个灯笼，月收入近3000元。

刘小花是邵阳县下花桥镇岩头村
贫困户，其丈夫于 2014 年去世，留下她
与 2 个孩子，生活艰辛。2019 年 5 月，一
家人搬进县城边的梅溪嘉园。

“政府对自己很照顾，孩子就在一
墙之隔的邵阳县一中读书，自己在学校

开学后到食堂做事，寒暑假在这里做
工。”刘小花笑容满面地说。

梅溪嘉园共安置来自 17 个乡镇
537户 2202名贫困群众。安置小区建有
扶贫车间，现有不愿出远门的60多名搬
迁户在此就业。

各政府部门协同攻坚，解决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难题。对深度贫困户，
政策兜底保障“应兜尽兜”，增强贫困群
众的“获得感”。

7年来，全市农村“四类对象”存量危
房改造近10万户，告别“人住危房、危房
住人”；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617处，
贫困户喝上“放心水”。武冈实施“PPP”
项目，投入8亿元打造城乡一体化供水网
络，彻底解决贫困户“喝水难”。

政府扶贫担当“主攻”，社会扶贫迸
发“活力”。

洞口的“亲帮亲、邻帮邻”，城步的“电
商扶贫”，绥宁的“劳务经纪人”，隆回的

“爱心超市”……通过这些平台，人们乐善
好施、守望相助、传递爱心、汇聚暖流，不
断擦亮邵阳社会扶贫的“金字招牌”。

一技在身建功业
8月12日晚，天虽已暗。位于城步苗

族自治县的湖南七七科技公司灯火通
明，40余名员工正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西
班牙的订单背包。

来自长安营镇长坪村的贫困户游
孝冰，正忙着给背包穿扣，虽然身患残
疾，但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多劳多得，做得多一个月能有 3000 多
元。我要加油干！”游孝冰笑着说。

这家公司是杨淑亭创办的。她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歌舞村残疾青
年，身坐轮椅学电商，网上销售仿真花，
还清了 30 多万元债务，实现全家脱贫。
其公司安排60多名贫困残疾人就业，带
动 220 名贫困人口脱贫摘帽。杨淑亭也
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湖南省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湖南省自强模范”
等称号。

杨淑亭的事迹，激励无数青年立志
战贫，早日脱贫。

邵东市堡面前乡雷湾村贫困户刘
同华，过去“土办法”养猪，欠下了一屁
股债，成为当地的“深贫户”。听了杨淑
亭事迹报告会，他立马报名去怀化职院

“充电”，学会生态养猪技术，年收入过
10万元。

脱贫摘帽后，刘同华帮扶周边村的
3个贫困户，科学养猪脱贫摘帽。见到市
扶贫办的同志来访，刘同华乐呵呵地
说：这个世界变化快，农民埋头养猪，还
要抬头看路，科技才是“财神爷”。

洞口县的10多个深度贫困村，贫困
户靠种植柑橘、油茶、茶叶“三棵树”，意

气风发走在脱贫的大道上。在县委副书
记贺朝晖看来，脱贫路上，真正让贫困
户长志气的是一技在身。

扶贫先扶志，“授鱼”更“授渔”。近7
年，邵阳每年安排上百名贫困劳动力，到
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培训，放宽眼
界练本领，一技在身永久甩掉“贫困帽”。

送出去学，请进来教。市里定期举
办实用技术培训班，聘请专家前来讲
课，发动基层农技员“传、帮、带”，每年
培训贫困农民 6 万人次，印发各类技术
资料50多万份。

放眼世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关
键还要靠教育。在邵阳，老百姓口口相
传：衣食无忧靠养猪，改变命运要读书。

2015 年起，武冈在全省率先启动
“新薄改”，共投入 5.6 亿元，对 163 所薄
弱学校进行提质改造，创建高标准义务
教育合格学校123所。

邵阳市委、市政府推广“武冈经验”，
完成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777
所，完成建设“芙蓉学校”4所，在建“芙蓉
学校”12 所，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
展，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打开希望之门。

“六岭春色涵万秀，宝庆无日不清
晖。”目前，邵阳市 8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摘帽，1074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逾 110
万人实现脱贫。走在全面小康大道上的
邵阳人民正笑开颜。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罐体雍雅隽永，盈盈一握，饱满圆
润；罐盖造型如梯形茶山，层峦叠嶂。此
为醴泉窑“繁花似锦”茶叶罐。

臻选顶级鲜叶，经万芽淬炼，茶条
“紧、细、圆、直”，产量稀少。这是白沙溪
首款针形黑茶“黑臻茶”。

8 月 22 日，在“潇湘五彩·瓷茶风
云”湖南瓷茶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繁
花似锦”与“黑臻茶”首次融为一体，“繁
花似锦黑臻茶”惊艳亮相。

“繁花似锦黑臻茶”，由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黄小玲、中国制茶大师肖益平联
袂打造。两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传承人，让这对沉淀千年的历史瑰宝
同框共舞。

“繁花似锦黑臻茶”不仅是安化黑茶

与醴陵陶瓷文化的时代交融，其背后折
射的是瓷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空间。

“历时 5 年，白沙溪打造此款黑针。
这是安化黑茶的顶级产品。”肖益平告
诉记者，干茶出炉，却一直在等待气质
相称的罐体。

安化黑茶和醴陵陶瓷，相互欣赏。
黄小玲介绍，她领衔设计《雍雅冠群芳》
画作，画坯、上釉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展
现“安化黑针”华贵的品质。

两位大师此前未曾谋面，政府联姻
促使了大师的牵手。早在今年 4 月，在
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帮促下，安化、醴陵
两地开始频繁密切对接，联合出台了支
持安化黑茶和醴陵陶瓷产业融合发展
的若干意见。

此次湖南瓷茶产业融合发展大会
上，安化、醴陵两地政府又签署了产业

融合框架协议，两地十多家企业签订商
务合作协议，合作金额超过3亿元。

大会期间，除了安化黑茶与醴陵陶瓷
的首度“联姻”，古丈、桑植、石门、君山、沅
陵、茶陵、保靖等区县，也跃跃欲试，寻求“瓷
中有茶 茶中有瓷”的新机遇。

在醴陵湘醴窑展台前，安化茶商周腾
飞与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新
德相见恨晚。童新德热情地介绍湘醴窑为
安化“三尖”设计的专属茶罐，周腾飞一见
倾心。周腾飞告诉记者：“政府牵头，企业受
益，产品融合出新，大家是信心满满。”

“相信‘繁花似锦黑臻茶’这样的茶
旅融合产品销路好。”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高扬先说，湖南将在“锦绣潇湘”
文化旅游营销活动中，大力推介瓷茶融
合新产品，让世界了解湖南文化，为“湘
品出湘”开辟更广阔空间。

“百花丛中一黑针”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孟姣燕）醴陵舞蹈《瓷韵》、安化舞
台秀《千两茶号子》携手演绎《湖
湘双绝》，诠释瓷茶相融之美。今
天，“神韵安化 五彩醴陵”瓷茶旅
融合发展精品线路推介会在长沙
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5 条
瓷旅、茶旅融合发展自驾旅游线
路：釉下五彩古瓷城之旅、湖湘地
理梅山文化之旅、魅力湘西探秘
之旅、古巴陵洞庭寻古之旅、湘南

“半床被子”红色之旅。
会上，安化县、醴陵市签订了

文旅友好城市合作框架协议，将互
相支持加快两地旅游业互利共赢。
安化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醴陵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与湖南省
旅行社协会共同签订《瓷茶旅融合
发展精品线路旅行社送客入村奖
励协议》，推进瓷茶旅融合发展精
品线路建设，助力旅游扶贫。

湖
南
发
布5

条
瓷
茶
旅
自
驾
游
线
路

湖南日报8月 23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庹炼）今天上午，中非农
业发展与合作基地在湖南农业大学正
式揭牌。据悉，该基地将以“杂交水稻”
这张湖南名片为经验，探索地方对非
农业合作的“湖南模式”，打造中非农
业合作示范高地，形成中非农业合作
和湘非农业合作的智力支撑。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于 2019 年
6 月在长沙成功举办并永久落户长
沙，为“湘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我省已筹建中非经
贸合作研究院，依托湖南大学、湘潭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分别设立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基地”“中非法律
实务与人文交流基地”“中非农业发展
与合作基地”和“中非矿业合作研究基
地”，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智库
品牌。

中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基地设在湖
南农业大学，隶属中非经贸合作研究
院。据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介
绍，基地依托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组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领衔
专家咨询委员会。基地将以农业科学
技术为中心，整合国内外农业研究资
源，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前沿
理论，聚焦中非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
营管理制度、农产品国际贸易等开展
研究。基地将成立中非农业合作信息
与数据中心、中非农业技术发展与合
作研究中心、中非农业人才培育与技
术创新中心，形成中非农业发展与合
作学术研究与行业交流的核心基地。

揭牌仪式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蒋和平教授作了
题为《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发展现
状与政策建议》的学术报告。

中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基地
在湖南农大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