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陈薇）为进
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创新党员教育方式，9月18日，省委宣传
部170余名党员干部走进潇湘国际影城阿波
罗店组织开展“光影铸魂”电影党课活动，观
看电影《半条棉被》。

活动中，电影《半条棉被》制片人邝志
伟向在座党员干部分享了影片的创作背
景、幕后故事和自身感悟。16 次实地采风，

18 稿剧本修改，近 50 余次剧本研讨……他
透露，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剧组全体主创包
括群众演员怀抱着当年红军一样的赤子初
心，顶着高温酷暑，在烈日下、在污水里摸
爬滚打近两个月，为的就是把最生动的故
事、最感人的情节、最深刻的主题传递给银
幕前的观众。

观影期间，党员干部们沉浸其中，不少人
更是热泪盈眶。长征的艰苦卓绝、红军的英勇

牺牲、军民的鱼水情深，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来自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的邓小

东在观影结束后表示，这部电影是对初心的
回味，感触很深。影片内容贴合史实，所要体
现的军民鱼水深情这一主题也非常自然地嵌
入到影片故事当中，让人身临其境。他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坚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努力奋斗。

来自新湘评论杂志社的刘骄坦言，在观

影过程中几度落泪。他说：“影片的细节把控
十分到位，一条棉被一分为二的场景充分展
现了我们红军队伍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深。影
片所呈现的炮火纷飞与红军牺牲更是让我们
感受到了当今的幸福美好生活得来不易。这
部电影对于党员干部有着深刻的启示教育作
用，让我们在感受当年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激
励着我们更好地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人
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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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
机构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祁阳支公司浯溪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121009 许可证流水号：0261129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金盆西路陈建华、李仁君

房屋（3楼中间房屋）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8日
电话：0746-322265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田支公司陶岭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128002 许可证流水号：0261130
机构住所：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石羊镇石羊圩（骆建宏私

房1楼门面、3楼）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1日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8日
电话：0746-471696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万坪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3127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2114
机构名称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顺支公

司万坪营销服务部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9月10日
电话：0743-5236057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5.经
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公 告

下列机构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湖
南 监 管 局 批 准 ，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金域国际社
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07S243010031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06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9月16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北路

三段1060号万科金域百汇苑第一期S-2

栋103号房屋
发证日期：2020年9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壹号社
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07S24301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05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9月15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兴联路

29号湘江依号小区三期I1栋102号
发证日期：2020年9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十
城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4301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98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7月14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新兴路

159 号云冷冷链产业园 1 号厂房、2 号厂
房一层1196、1197房屋

发证日期：2020年8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公 告

2020年市直学校教育装备采购项目经常德市政府采
购主管部门审核，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
教学仪器站，采购预算金额：5980000.00 元，招标代理机
构为常德市伟恒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现予以公告。具体详
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
gov.cn/f）和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常德市伟恒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文明交通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
为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交通安
全、共建共享文明交通的浓厚氛围，苏
仙区开展了文明交通系列活动，文明
交通蔚然成风。

“苏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交通
出行，人人参与，让我们做文明交通的
践行者、带动者。”苏仙区官方微信公
众号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文明交通，
从我做起。全区各镇、街道积极响
应。

“路口遇行人，等待几秒，让行人
先走，抢道比等待更易造成拥堵和事
故；路上车多难免，多一些平和，少一

些‘路怒’，冷静比激动更易解决事情
……出行在外，多一些友善，多一些礼
让，心不堵了，自然畅快。”在苏仙区大
街小巷，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穿
着红马甲、拿着小红旗，开展交通文明
劝导和宣传，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许家洞镇开展“文明交通我示范，
幸福马路齐共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了文明交通劝导，入户宣传交通
文明知识。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
保购物袋和文明交通资料。

主持人、警察、消防员、律师、医生
等来自不同行业的 10 多位“名师”走
进中小学校园和社区，通过互动游戏、
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丰富多彩的方

式，宣讲文明交通知识，传播文明交通
理念，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每个人参
与文明交通行动。“孩子们正处在接受
教育的黄金期，‘名师一堂课’能让学
生对文明交通知识有更深的理解。”栖
凤渡学校校长樊桂芽说。

苏仙榜样、好人、美德少年、小雷
锋纷纷从自身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文明出行。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全国最美志愿者首嫣
嫣说，要努力让文明行车成为发自内
心的自觉行动，成为一种习惯。作为
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儿童守护”活
动中，要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向每一位家长和孩子宣传倡议，
做文明交通、和谐交通的宣传者和实
践者。 （李秉钧 苏 轩）

郴州市苏仙区：文明交通蔚然成风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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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康波

大学生怎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他
们的答案是——青春献给祖国。

今年暑期，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省委宣
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志工办、省
文明办、省学联，举办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省
109所大中专院校和部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
生克服疫情影响，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
式，发挥专业特长、热诚服务人民，用知识、爱
心和汗水，谱写出青春的华章。

“返家乡”社会实践，在田间
地头开设“课堂”

暑期烈日炎炎，但丝毫没有阻挡湖南农
业大学“田间志愿服务队”的脚步。

在衡东县三樟镇庆发合作社的黄贡椒生
产基地，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农学类博士郑
志兵带领几名大学生穿梭在田地之间，给生
病的黄贡椒“问诊把脉”。

“这是炭疽病，是由夏天高温高湿引起
的。”郑志兵蹲在一蔸辣椒苗前，将叶子上的
病状指给基地负责人秦庆权看。一旁正在地
里锄草的椒农们见状纷纷凑过来，不仅听得
认真，还积极提问。

“之前我们都是靠经验种椒，听了博士团
的课，以后也能靠知识来解决问题了。”秦庆
权说，通过这次指导与交流，大家都收获了许
多新的种植知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难题就
不用担心了。

郑志兵所在的队伍由湖南农业大学生态学
博士赵文力发起，多所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及部
分农学专家组成，拥有133名成员，专业涵盖了
园艺、蔬菜学、茶学等多个方面。“衡东是我的家
乡，我有责任和义务反哺家乡。”赵文力说。

据悉，针对大多数学生在家学习的情况，
湖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积极组织开展“返家乡”
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共组建 84 支院级团队、
189支小分队，近5200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4180 余场次，通过在“田间大课堂”的实践，
把专业知识带到农田里，帮助农户们解决实
际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队下乡
服务三农。今年暑期，吉首大学组织了 1704
名学生深入 196 个县市开展志愿服务，深入
田间地头，对当地的乡村复工复产、移民安置

点产业带动就业、帮扶农户直播带货、贫困地
区农民种植、养殖业进行规划和建议；结合自
身专业开展了社会秩序维护、疫后心理疏导、
医护子女辅导、便民利民服务、关爱留守儿童
等专业服务。

“互联网+社会实践”模式，
线上线下活动精彩纷呈

抖音视频拍摄、视频文本制作、剪映软件
应用、抠图特效制作……7月中下旬，中南大
学团委联合江华瑶族自治县电商办一起举办
了“中南大学江华青年电商人才培训班”，指
导学员对瑶山雪梨、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进
行创意拍摄。培训干货满满，备受好评。

为满足学员的不同诉求，技术扶贫视频
制作团队围绕江华苦茶等产品制作了一批关
于直播带货的教学视频，并邀请电商运营专
家开设线上直播课，教当地村民使用直播平
台及相关销售技巧，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云培训”照亮创业青年未来，“云支教”
点燃留守儿童梦想，“云访谈”还原一线抗疫
事迹，“云输出”推广正确防疫知识，“云联动”
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特殊时期，一系列云
上教育活动精彩纷呈。在线下，志愿者们更是
用心用情，全身心投入。

今年暑期，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西北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40 名桃源籍团员大学生，响应国家“扶贫扶
智”号召，在桃源团县委的组织带领下，联合
桃源县米粒公益，成立了一支名为“青禾”的
志愿服务队，在观音寺镇杨家溪村、羊楼坪村
支教点，开展为期 1 个月的“七彩假期”志愿
服务。

通过破冰试讲、临时班委选举、暑期开班
宣传，小“青禾”们开启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角
色转换。由于课堂生动有趣、内容别致新颖，
招募到的农村学生们越来越多，增长见识的

“语文”“英语”课、难得一见的“合唱”“舞蹈”
艺术课、妙趣横生的“心理”“安全”“普法”特
色课，全方位拓展孩子们的视野，点燃孩子们
的青春梦想。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青禾志愿服务队在这里出
现，就是想让远方小小的你在我们的关爱下
坚韧而顽强地成长。我们相信，越是像教育扶
贫、脱贫攻坚这样宏大的命题，越需要汇聚起
更多人‘青禾’一般的顽强力量。”队员周佳乐
在支教日记中写道。

思政课走入社会大学堂，青年
学子担重任

“童年时它陪伴我，现在我长大了，我也

能守护它！”今年暑期正值汛期，在岳阳市华
容县三封寺镇华容河堤上总能看到湖南文理
学院大三学生蔡清巡堤的身影。

巡堤是一件枯燥乏味且辛苦的工作，但
蔡清做得异常认真。他每隔一个小时，就巡堤
一遍——水面是否出现漩涡？外坡防渗彩条
布有没有挪动？压袋压得紧不紧实……这些
都是蔡清在巡堤查险时，反复确认的细节，

“我得对我写在防守登记表上的每一个字负
责。”

“我也是三封寺镇的一份子，汛期巡堤也
有我的一份责任。守住了堤岸，就守住了家
园。”20岁的蔡清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
用行动践行着一名新时代青年所肩负的责任
和使命，在社会大学堂里上了一堂生动的思
政课。

如何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
合起来？我省各大院校青年学子积极行动，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组建暑
期社会实践团，开展关爱湘大社区青少年成
长志愿服务活动。实践团开展了《听爷爷讲过
去的故事》爱国主义课堂活动，邀请 86 岁高
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湘潭大学退休干部尚瑞
尧，给社区的儿童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轨迹。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学院
的10名学子针对网络社交平台谣言肆虐、防
疫宣讲趣味性有限的情况，利用所学专业开
展健康防疫宣讲活动，自愿组建了“中南大学
健康防疫宣讲团”。

“我们老家流传很多关于疫情的谣言，我
是湘雅医学院的学生，我应当站出来说话！”
袁启帜说出了加入宣讲团的初心。宣讲团搜
集群众间流传较广的防疫经验为素材，再经
过采访相关专家教授、一线防疫医务人员，运
用自身专业所学一一核实，制作了一套防疫
系列短视频、小攻略和趣漫画，作品在网络平
台广泛投放，好评如潮，在社会大课堂里传递
了满满正能量。

今年暑期，全省高校还组织“家乡日记”
返乡实践团，鼓励学生溯源家乡历史，讲述家
乡故事，体悟家乡发展和变化，进一步坚定建
设家乡、报效祖国的青春梦想。

学习、奋斗、梦想，这是青春关键词。青年
学子们把一个个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当
中，融入山川大地，串联起了青春应有之意。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邢骁）今天上午，隆平生
物种业产业园在长沙市隆平高科技园开工建设。据悉，该
项目是“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核心平台，项目总投资
120亿元，总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将依托袁隆平等6大
院士领衔的生物育种科研团队，借助中科院亚热带研究
所、湖南农大、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科教资源，打造长
沙生物种业科技创新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
和人才聚集高地。

据介绍，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
将建立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10个，汇聚高端人才300名，
引进和培育优质生物种业及智慧农业企业800余家，实现
年产值300亿元。当天还举行了入驻企业签约仪式，中信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药种业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现
场签约入驻。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的开工，标志着长沙现代种业
旗舰启航。建成投产后，这里将聚集更多国际国内现代种
业企业，推动现代生物种业全产业链协同互补，助力长沙
在生物种业领域形成先发优势、领先优势。”长沙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将围绕“一地两
区”（种业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种业发展最佳生态示范
区和种业文化交流展示区）战略定位和“一园六镇多基
地”空间布局，打造种业“中国芯”，建立中国一流生物育
种技术及产业聚集区，建设立足长沙、辐射全国、面向全
球的国际一流产学研基地。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开工建设

打造种业“中国芯”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业勋
蒋思韬 潘芳)9月17日，记者在双牌县潇水河东岸原永盛
化工、九星化工、双电化工3家化工厂旧址看到，经过近一
个月努力，该处厂房被夷为平地，机器设备全部搬迁，尾
料得到妥善处理。当地干部向记者介绍，这标志着双牌县
化工企业关闭、退出已经基本完成。

双牌地处湘江上游，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80%，是一
个集山区、林区、水淹区为一体的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上个世纪，由于双牌县电力资源丰富，一些化工企业
先后在该县落户，其中，以生产高氯酸钾、氯酸钠为主要
产品的永盛化工、九星化工、双电化工是其中的佼佼者，
鼎盛时期，3家企业年产值2亿多元，年纳税额1000余万
元，是该县的骨干企业和主要税源企业。然而，这3家企业
存在较严重的污染，不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

在“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之间，今年双牌县委、县政
府果断选择“绿水青山”，决定壮士断腕，举全县之力完成
上述3家化工企业的关停工作。

目前，该县与3家企业达成合理的退出协议。为顺利
实现关停，县里还为企业职工解决了养老、医疗保险等问
题，并聘请专业拆迁公司完成设备搬迁和妥善处理好
4000余吨尾料。

据悉，为搬迁这3家化工企业，该县总共支出4000余
万元，占该县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0%以上。但该
县领导表示，为保护绿水青山，值！

财政支出4000余万元

双牌县关闭3家化工企业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龙吉
妮 易晓利）近日，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谢林港村贫困户
雷某某拿到3500元产业委托扶贫分红。据了解，该区一家
承接产业委托扶贫项目的公司因经营不善，未及时兑现
2019年产业扶贫分红。区纪工委监工委向区扶贫办发出
监察建议书督促问题解决。9月上旬，52位贫困户的分红
全部发放到位，投放至该企业的19.1万元产业委托扶贫
资金全部追回。

为强化产业委托扶贫效益，2019年以来，益阳高新区
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跟着产业扶贫项目走、跟着产业扶贫
资金走、跟着困难群众利益联结走”。2019年，通过产业委
托扶贫分红，该区未脱贫家庭人均年受益超过3100元。

该区纪检监察机关对项目筛选、风险评估、资质审
查、公示公开等产业扶贫项目入库环节实施全程监督，去
年来已否决3个企业项目入库。联合审计、金融办等部门，
对企业的产业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确保
企业按照专员负责、专户管理、专账核算要求规范使用资
金，目前已推动企业整改不规范问题11个。严格监管金融
扶贫资金发放，从存量分贷统还监管、连带保证责任落
实、完善担保抵押等方面进行风险漏洞筛查与防范，已推
动收回发放的产业委托扶贫资金125万元。深入贫困户走
访，责令整改收益分红未及时到位问题7个；通过约谈、谈
话提醒、监察建议等方式，强化企业帮扶增收责任，推动3
个项目延伸收益年限；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贪污挪用、侵吞
截留产业帮扶资金和收益分红等问题，立案3人，党纪处
分3人，问责7人。

今年，为克服疫情影响，防止低收入家庭返贫，该区进
一步扩大产业委托扶贫范围，将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
缘户共586户1177人纳入分红行列。目前，区内承接产业
委托扶贫的企业10余家，涉及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行业。

益阳高新区：

“三跟三走”监督产业委托扶贫

根植家乡热土，在实践中淬炼青春
——2020年湖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综述

9月1日，吉首大学志愿者在“三下乡”过程中帮助村民干农活。 通讯员 摄

暖心“湘观影”
影业沐春风

省委宣传部党员干部开展“光影铸魂”电影党课活动

集中观看电影《半条棉被》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吴力斌）昨天，由刘少奇故里
管理局与长沙学院共同创作的双时空情
境研学剧《真理之光》在长沙学院首演。

该剧分为《刘九书柜》《立志报国》

《确立信仰》3幕，真实生动地讲述了青
少年时代的刘少奇为了寻求救国救民
的真理，历经艰难险阻，最终确立共产
主义信仰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演员全部由刘
少奇故里管理局干部职工担任。扮演青
年刘少奇的韩琦是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的一名讲解员。他告诉记者：“我已经很
熟悉刘少奇的事迹了，但在排演过程中，
我更真切地感受到青年刘少奇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的精神，这激励着我要把少
奇故事宣传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据介绍，该剧计划在刘少奇同志纪
念馆进行常态化演出。

情境研学剧《真理之光》首演湘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