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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2020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进位到
第14位，且在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
计等细分指标上保持着世界领先。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而
来，我国以主动创新赢得发展和竞争
的主动，赢得了持续性成长。类似的优
异表现，不仅体现在创新领域。疫情带
来了一场健康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
深度低迷、国际贸易萎缩。在疫情面
前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行业，还是
个人，面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
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

6 月，首次跃上“云端”的广交会
圆满落幕；9 月，服贸会招待八方宾
朋；11 月，第三届进博会也将如约而
至……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中
国以一组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外开放
行动，坚定开放崛起信心。而当国内面
临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
时，中国从“双循环”中培育经济增长
极，以“决战决胜”实现发展大跨越，以

“六稳”“六保”为民生托底。因时而变、
随事而制的变革能力，让中国始终踩
准时代节拍，攻坚克难、昂扬前行。

国家如此，行业、企业亦如此。即
将在长沙启航的互联网岳麓峰会，从

“湖湘汇”跃升成为“国际展”，背后是
湖南洞悉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主动
求变的睿智和远见。服贸会上，长沙行
深智能科技携“无人车家族”惊艳亮
相，40 多家企业通过线上参展参会，
何尝不是行业、企业主动研究全球供
应链重塑趋势、布局转型的务实行动？
当下，许许多多的小店，利用支付宝等
数字工具收款记账、自助下单，借助直
播和短视频吸引更多客源成为日常。
抢占先机、化危为机，让市场主体在经
历风雨中发展、在应对挑战中成长。

有哲人说过，伟大往往是逼出来
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突如其来的
疫情叠加一处，让社会、企业乃至个人
都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其遭遇的
困难可能会超乎预料，不适感可能有
些强。但“危”“机”既是对立的矛盾，也
可以相互转换，实现化危为机。主动应
变、积极求变是育新机、开新局的良
方。不经风雨难见彩虹。环顾周边，那
些真正活出自我的人，身上大多也有
一个共性，他们会主动选择自己的人
生，并为之付出坚持，而不是被生活推
着走。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同
时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下
经典名言。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善于识
变求变应变，这是我们当下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的重要方法论。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

暑去秋来，稻谷将熟，又是一年开
学季。

怀揣向阳而生的梦想与激情，扛
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莘莘学
子走过2020年极不平凡的一次高考，
陆续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
书，即将踏上神圣的大学殿堂，开创辉
煌绚丽的人生！十余载寒窗苦读的艰
辛，化为喜极而泣的欢畅。

但此刻，在安化县的大山里有一
个孩子手捧湖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
书，愁眉不展。她出生不久遭父母遗
弃，被当地一位农民捡拾并合法收养。
多年来，她住在老旧木屋里，家中几件
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却积极乐观、勤奋
好学。她的养父常年疾病缠身，依然靠
省吃俭用，艰难地送她读书求学。18
年后的今天，这个年逾七旬的父亲面
对女儿渴求知识的眼神，只能求亲告
友、东拼西凑，一点点筹措学费。像这
样的贫困学子，在今年我省大学新生
当中还有不少，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
他们筹齐学费的难度加大了。

人生之善莫过于助人，助人之德
莫过于助学。为了帮助家境贫困、自强
不息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实现理想，
改变命运，湖南省慈善总会从2003年
开始，持续发起开展了“爱心改变命
运”慈善助学活动，众多社会爱心人
士、爱心企业积极参与，累计捐款 3.6
亿元，帮助7.2万多名贫困大学新生顺
利入学。今年，湖南省慈善总会继续发
起“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前
期已有一批富有爱心的企业和个人送
来了一笔笔善款，但是，与需要救助的
实际需求相比还相差甚远。为此，湖南

省慈善总会在腾讯公益发起“爱心改
变命运”网络筹款项目，联合湖南省民
政厅、湖南日报社，倡议“爱心点燃希
望，善行成就梦想”，希望大家积极行
动起来，能够扫描下方“爱心改变命
运”项目专属二维码，进入腾讯公益平
台捐款，特别是在 9 月 7、8、9 日“腾讯
99 公益日”期内捐赠，可获得腾讯公
益的资金配捐，进一步放大爱心。

我们郑重承诺：所有捐赠款将全
部用于资助贫困大学新生，项目详情
在湖南慈善网公开，欢迎捐赠方和社
会各界的监督，我们一定保障项目透
明、高效。

捐赠方式：
1.扫描下方“爱心改变命运”项目

专属二维码，进入腾讯公益平台捐款：

2.银行转账
捐赠账号：582057360949
户名：湖南省慈善总会
捐赠热线：0731-84502049

84502283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慈善总会
2020年9月4日

姓名

许建琼

谢运策

郭俊彦

毛志亮

贾珍文

刘静

雷丰超

江涌

钟心

王文芳

董巍

仇珂静

周代惠

祝云武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土家
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白族

汉族

汉族

苗族

汉族

汉族

籍贯

湖南
耒阳

湖南
衡山

湖南
桃源

湖南
华容

湖南
石门

湖南
华容

湖南
蓝山

湖南
醴陵

湖南
桑植

湖南
双峰

北京

湖南
城步

湖南
临澧

湖南
隆回

出生年月

1974.06

1975.10

1975.10

1968.03

1976.06

1973.09

1966.11

1963.06

1972.04

1967.09

1980.09

1969.12

1965.03

1972.01

学历

大学

大学

在职研究生

大学

大学

在职研究生

研究生

大学

大学

中央党校
大学

大学

中央党校
大学

大学

中央党校
研究生

学位或
专业技术职务

法学学士

法学学士
讲师

法学硕士

法律硕士

公共管理硕士

管理学博士

法学硕士
二级高级检察官

历史学学士
副编审

经济学学士

经济学学士
高级经济师

经济学硕士

农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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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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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纪委省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正处长级副主任、
一级调研员

省司法厅政治部（警务部）组织干部处处长、一级
调研员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机关党委（人事处）专职副书记（处长）、一级调研员

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级调
研员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

省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省纪委省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正处长级副主任、
一级调研员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

醴陵市人民政府市长

邵阳市北塔区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桃源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张家界市永定区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拟任职务（职级）

省纪委省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副
厅长级）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省司法厅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省地方志编纂院党组书记、院长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驻省
总工会纪检监察组组长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

提名为湘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提名为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提名为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提名为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
任人选（提名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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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
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为便
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知本人

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
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
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
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
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20 年 9 月 6 日至

2020年9月11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一号省委大院四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

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2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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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三湘时评
创新求变

赢得发展和竞争的主动

“爱心改变命运”
慈善助学倡议书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9月6日上午，位于长沙市高桥大市
场的湖南省消费扶贫示范中心热闹非
凡。湖南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暨消费扶
贫示范中心开馆仪式在这里举行。51个
贫困县和部分非贫困县在这里集中开设
的扶贫生活馆，正式开门迎客。

“干蘑菇，由新邵县贫困乡村天然生
长的新鲜蘑菇制作而成，是您餐桌上不
可缺少的美味。”在新邵县扶贫生活馆，
网红主播瑶家小熊正在直播卖货。

“1小时卖出了上百单，全天‘带货’
20万元不成问题。”瑶家小熊说，尽管上
午不是“带货”的黄金时间，但直播已取
得了开门红。

“优质猕猴桃好吃不贵”“猪血丸子

10 元 一 袋 ”“ 腊 鸭 掌 地 道 的 邵 阳 特
产”…… 在湖南省消费扶贫示范中心，
全国各地应邀而来的50余名网红主播，
正在网上吆喝。

“这么多贫困地区的优质产品集中
展示，直播‘带货’流量更足。”网红主播
笑爷说，贫困地区的产品集中设馆展销，
也吸引了众多的网络流量。

线上流量爆增，线下市民购买热情
高涨，开馆1小时左右，长沙市白沙家园
小区的陈莉已经收获满满。江永的香姜、
湘西的猕猴桃、邵阳的土鸡蛋，陈莉双手
提满了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

“很多特产以前只是听说，但在长沙
买不到，今天终于买到了。”陈莉说，贫困
地区的农产品品质好，价格也不贵，以后
会经常来选购。

长沙市民想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
经销商也想到长沙来卖，省消费扶贫示
范中心引导贫困地区在长沙集中开设扶
贫生活馆，正好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平台。

“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受长沙市
民欢迎。”江永县上江圩香姜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黄平平说，原本只准备了
2000公斤的香姜前来“试水”，没想到很
快便销售一空，正在联系补货。

省直厅局、高校、企业等单位也纷纷
参与进来。

湖南工商大学采购 100 万元，湖南
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会采购50万元。上
午 10 时 30 分，新邵县扶贫生活馆就已
经跟 6 家单位签订了“大客户”采购协
议，总价值超500万元。

现场，省自然资源厅、湖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长沙农商银行等单位与贫
困地区的扶贫生活馆签订采购协议，采
购贫困地区农产品超亿元。

省扶贫办副主任李美云介绍，今年
9 月是全国消费扶贫月，湖南消费扶贫
月的主题是：潇湘有大爱、消费助扶贫。
在消费扶贫月期间，湖南将通过省消费
扶贫示范中心扶贫生活馆开馆、推进消
费扶贫专柜、消费扶贫专馆、消费扶贫专
区建设，搭建扶贫产品销售平台，召开消
费扶贫培训暨现场推进会，开展丰收节
消费扶贫等活动，开展消费扶贫系列产
销对接活动，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今年 1 至 8 月，湖南已认定扶贫产
品10082个，总价值超800亿元。全省通
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已累计销售扶贫
产品超70亿元。

金中基

一说起湖南的旅游，人们就会想
到张家界、岳阳楼、韶山、南岳、凤凰这
些风景名胜、绝妙美景。锦绣潇湘瑰丽
风光、璀璨人文，无不令人赞叹与沉
醉。

然而，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山
地度假，在三湘大地已经出现，且成

“喷薄”之势，为人们所乐道与向往。
在平江县安定镇，有一处丹霞山

谷，山顶或谷底间一幢幢精舍坐落。大
开玻璃房间，抬眼望见山涧绿树草地。
这个叫“自在平江”的度假之处，让人
有回归山野自然之感。

出凤凰古城不远，一脚踏进挂在
悬崖上的“竹山乡居”。几十栋看似与
湘西黄墙青瓦民居相同，房间的装修
却是融高档、智能、舒适于一体。这里
可赏苗寨风情，可观山光水色，房价虽
贵，但常常一房难求。

即使在不起眼的湘中小山村，双
峰县青树坪镇的“归古度假”，则以“小
而美”闻名，每逢周末、节假日，城市里
的几十辆大巴和私家车往此奔来，每
年有几十上百万的客流量。

缘何人们度假，如今俱向山而行？
喧闹的都市生活久了，向往山村

沉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是其主因。

旅游形态的客观变化也是不容忽
视的。以观景为主的国内旅游，自上世
纪 80 年代始，历经几十年，一些景观
有的已是游历几遍了，而观光旅游往
往是一次性消费终结，因此人们盼望
有新的去处。

更重要的是，山地度假一出现，不
仅备受游客青睐，而且立马被嗅觉灵
敏的市场主体看好。在已经出现的山
地度假游中，大多景点是由市场主体
打造而成。

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尽管因疫
情推迟至入秋举行，就把节会场所放
在雪峰山大花瑶虎形山景区。其时，长
沙高温不下，而此地早晚需穿外衣，睡
觉要盖被子。

大花瑶景区是雪峰山生态旅游公
司跨区域打造的。这家公司早在几年
前就攻城略地，建造了枫香瑶寨、星空
云舍、千里古寨等山地度假式景点，而
今个个都是网红打卡地。

不同于观光旅游，山地度假是一
种休闲旅游。它需要的是生态、自然、
放松。人们在青山绿水间，看草木春
秋、花开花落，呼吸清新的空气，沉浸
于美妙的大自然之中，让心态得到一
次完全的放松。

历经繁华，回归自然，心之所向。
山地度假，正其时也。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
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婷婷）
雨水洒落，高温解除。省气象
台预计，未来三天（7 日至 9
日）湘西、湘南有一次较强降
雨天气过程，局地有暴雨到大
暴雨。

实况资料显示，昨天 8 时
至今天 8 时，湘西、湘中部分
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最大雨
量154.2毫米出现在辰溪伍家
湾，最大小时雨强57.5毫米出
现在新邵严塘；最高气温湘
西、湘中23至25摄氏度，其他
地区 29 至 31 摄氏度；最低气
温20至22摄氏度。

气象专家提醒，近日湘
西、湘南雨日较多，公众需加
强防范湘西、湘南较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
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
害；并关注强降雨期间道路湿
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同时，
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湘南天
气形势变化，做好蓄水、保水
和科学用水。

网红直播，团体采购
——消费扶贫示范中心开馆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朱铁华 胡津铭

9月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导致生命
垂危的张家界市96岁抗战老兵陈树德，
在众人合力献血支持和医生的全力救治
下，生命体征转为平稳，大家紧绷的心终
于稍稍放松。

“老龚，请您帮帮忙！”9月3日，张家
界市爱心联盟理事龚协标接到一通紧急
求助电话。

求助人唐小敏说，其干爹、抗战老兵
陈树德于 8 月 27 日进入张家界市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9 月 2 日，因消化道大
出血，各项生命体征指标急转直下，但A
型血库存告急，家属又无匹配血型。

龚协标赶紧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信
息求助。紧接着，当地媒体和公众号也相

继发布求助信息。
“请爱心接龙……”在张家界市微爱

公益群，发起人周海燕编写的爱心接龙
近乎刷屏。大家有的填写姓名相约献血，
有的结伴检测血型，有的则把爱心接龙
转发至其他微信群。

在陈树德老人所在的张家界市人民
医院，院方组织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消
化内科、心内科等 8 个学科近 20 名专
家，进行大会诊，并专门抽调技术精湛的
医务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
护和治疗。

3日下午4时许，张家界市城区爱心
献血屋外排起了长队。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抹“橄榄绿”。
“当年您为国流血，今日我为您输血……”

参加献血后，武警张家界支队政治工作
处副主任呼延平说，武警张家界支队驻
市区部队得知消息，火速召集官兵，很快
找到7名血型匹配人员。

在献血现场，一个瞬间打动了记者。
武警战士王泽心和杨渝因前两个月参加
过无偿献血，当场被医务人员“淘汰”，失
望写在他们脸上。王泽心对记者说：“我
和杨渝约好了，等过了‘被禁期’，就过来
献血。”

记者翻看献血登记系统，市生态环
境局、心益行社工、爱盟公益协会、微爱

公益、蓝天救援队等单位的志愿者及爱
心市民的名字，排了一长串。不到一天，
张家界市共有97人献血38200毫升。

9月3日下午，陈树德老人输上了首
袋救命血。

“是什么让你们急着过来献血？”面
对献血的武警官兵，记者问。

呼延平说，9 月 3 日是抗战胜利 75
周年纪念日，上午支队全体官兵收看了
纪念活动，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下午
得知抗战老兵陈树德遇到困难后，官兵
们踊跃参加献血活动，这不仅能为老人
康复注入新的希望，更是用行动传承伟
大抗战精神。

热血一腔，温暖一城
——张家界军民为抗战老兵献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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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大师
学非遗
9 月 6日，2020 年长

沙市第二届“寻找非遗小
传人”线下体验活动——

“跟着大师学非遗”在长沙
市非遗展示馆举行，来自
全市多所中小学的100名

“非遗小传人”来到现场，
通过参观、实践、互动等形
式深入体验非遗项目，感
受湖湘非遗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湘经评

山地度假，“喷薄”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