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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实业，潜心打造民生工程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也是民

生发展的重心。创业伊始，新华联集团就
以“厚植实业”为己任，始终顺应国家的产
业发展政策，30年深耕于实体产业。

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新华联集团
从 1992 年开始秉承“造老百姓买得起的
好房子”的开发理念，先后在国内20多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发了近百个楼盘、近
20个高端酒店和多个城市综合体，总建筑
面积超过 5000 万平方米，极大地提升了
城市品位，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善
了近百万人的居住条件。为了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华联集团又强势转
型文化旅游产业，不惜投入数百亿巨资，
先后开发了长沙铜官窑古镇、芜湖鸠兹古
镇、西宁童梦乐园，并收购了阆中古城景
区。这些大型国际化文化旅游项目集旅
游、艺术、人文、商业、餐饮等于一体，以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美的建筑群落赢得国
内外游客的热捧，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增
添了亮丽名片。

上世纪 90 年代，臭氧层破坏引发了
世界生态危机。新华联集团以投资者的
前瞻思维，于1996年果断携手东岳化工，
为时代发展打造新的羽翼。为了减少氯
氟烃类化学物质的排放，有效保护臭氧
层，新华联推动东岳化工从改进传统制冷
剂氟利昂着手，把自主创新的目标瞄准了
绿色制冷剂的研发。1998年底，东岳化工
联手清华大学，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功研发
出绿色环保制冷剂系列产品，并很快实现
产业化，彻底打破了欧美的技术垄断，成
为格力、美的、海尔等国内著名家电企业
的优秀供应商。这种绿色环保制冷剂综
合环境性能好，于2001年2月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目前，东岳化工年产销绿色制
冷剂46万吨，稳居世界首位。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
顺势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日常代步
与旅游的工具。新华联集团看好汽车产
业的前景，也看好轮胎产业的发展，于

2017年果断投资橡胶轮胎制造龙头企业
赛轮轮胎，助力其做大做强。该公司是中
国首家A股上市民营轮胎企业，集轮胎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通过不懈
创新开拓，赛轮轮胎目前年产全钢子午线
轮胎超过65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超过
4000万条、非公路轮胎超过7万吨，在国
际、国内市场大展风采。

新华联集团还跨界融合，精心布局资
源产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集固体金属
矿藏的探、采、选、冶、贸于一体的矿业板
块，拥有镍、金、铜、钴、钼等有色金属矿权
近100个，已探明的各种矿产资源经济价
值超过 3000 亿元。新华联先后在河南、
湖南、内蒙古和印尼等地建有镍、金采矿
与冶炼企业，年生产镍铁 30 万吨、黄金
500公斤，先进工艺和良好效益使其成为
行业翘楚。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多年来一
直为央企、国企所主导。新华联集团以过
人的胆识勇吃“螃蟹”，成功跻身商务部批
准的具有成品油进口经营资格的28家企
业之列，持续开展国际石油贸易，并在湖
南、新疆等地建有多个大型油库和近 50
个加油站，经营网点遍布全国10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华联石油年进口油
品、化工品等超过 130 万吨，年营业收入
超过100亿元，已成为湖南省最大的外向
型民营企业。

新华联集团还矢志不移地推动民族
产业发展，使一个个传统产业企业活力四
射。通过资本与文化的力量，新华联集团
让脱胎于乡办小厂的华联瓷业一跃而为
中国日用陶瓷的领军企业，年产日用陶瓷
产品1亿件；通过与五粮液集团的强强联
手，新华联集团成功打造了中国人的福酒

“金六福酒”，年生产和进口白酒、红酒超
过10万吨。新华联集团还把投资的触角
伸向松香树脂、LED制造、陶瓷机械、疫苗
研发等领域，投资合作了科茂化工、华磊
光电、科达制造、国科戎安等一系列行业
知名企业。

为了助推实体企业更好发展，新华联

集团也在金融领域一显身手，先后投资参
股长沙银行、宁夏银行、北京银行、三峡人
寿、亚太财险等，并成立了新华联融资租
赁公司、财务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快速构
筑起坚实的金融平台。

30年厚植实业、与时俱进，新华联紧
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让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在不进则退的
市场博弈中奏响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财富
凯歌。

持续创新，协力铸就民企标杆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企业发

展的不竭动力。30年来，新华联集团通过
不懈打造企业创新优势，铸就了一系列行
业领军企业。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东岳化工
成功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之
路”。20多年来，东岳化工通过科技创新，
在新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掌控大
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在新型环保制冷
剂、氟硅高新材料、离子膜等方面打破多
项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规
模、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党和国
家领导人曾先后到东岳视察，对企业取得
重大自主创新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东岳化工近
年来又专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链条整合，
逐步形成了从基础原料到高技术材料产
品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公司将紧紧
围绕科技创新这条主线，着力打造“两个
替代”和“智能制造”新引擎，成为世界级
品牌企业。

超大规格巨型轮胎一直以来都以技
术难度超高令轮胎企业望而却步，国内大
型矿山巨胎市场也因其技术门槛，长期被
普利司通、米其林等外国轮胎厂商所占
据。面对市场严峻挑战，赛轮轮胎近年来
依托技术创新，使用怡维怡橡胶研究院发
明的新材料“液体黄金”EVEC，成功打破
国外企业对高端超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
的垄断。2019年，公司“液体黄金”轮胎产
量已达30万条。目前，赛轮轮胎运用“液
体黄金”制造的轮胎产品已获得国际权威
认证，其抗湿滑性能等指标达到欧盟A级
标准，成为我国首批获得全球最高质量等
级认证的轮胎。“液体黄金”的产业化应
用，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橡胶轮胎行业向绿
色、节能、环保方向发展，助力中国轮胎产
品开拓国际市场。

新华联于1994年投资控股的华联瓷
业，是一家从事陶瓷制品设计、研发、生产
与销售的专业化企业。26年来，公司从炻

瓷起步，通过科技革新传统产业，逐步构
建起以色釉炻瓷、釉下五彩瓷、电瓷和陶
瓷新材料等四大系列产品为主的陶瓷产
业体系，拥有产品器型近6万种、花面约3
万款、釉色近2万种，快速成为中国日用陶
瓷行业的龙头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近年来特别关
注特种陶瓷新材料的研发、生产，拥有耐
高温、超耐磨、生物识别亲和特性的陶瓷
片，可大量用于智能终端和电动汽车，切
入电子新材料巨大市场。目前，公司研
发的电瓷已应用于特高压领域，医用陶
瓷已为假牙种植、假体植入提供原料和
产品，工业陶瓷和特种陶瓷主要用于消
费电子和航空航天领域。随着 5G 通信
浪潮的到来，公司的工业陶瓷已成功应
用在多款知名手机中。通过持续研发新
材料，华联瓷业使传统陶瓷产业与新兴
工业成功对接，实现了从“制造”向“创
造”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标杆。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进步，新华联集
团让一个个企业引领行业发展，始终站在
时代的潮头。

造福社会，不懈助推民族复兴
“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建功立业，企

业的最高境界在于造福社会。”这是新华
联掷地有声的发展理念。

30年来，新华联集团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惠泽员工，努力“让价值创造者分享价
值，让事业成功者分享成功”。通过“用发
展吸引人才，用事业造就人才，用机制激
励人才，用业绩考核人才，用制度保障人
才”，新华联集团着力为每一个员工搭建
个人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广阔平台，激励他
们不断挖掘潜能、建功立业，并让他们有
荣誉、有地位、有尊严、有奖金。

为了让企业内不幸遭遇天灾人祸的
员工得到及时救助，公司还专门设立了

“新华联集团爱心基金”，向困难员工及家
属一次性发放 3000 元到 50 万元不等的
爱心援助金。

在强力推动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员
工幸福指数的同时，新华联集团还不遗
余力地回馈社会。30 年来，集团累计上
缴国家税收在 600 亿元以上，为中国的
体育、医药、科技、文化教育、精准扶贫事
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抗洪、抗冰、抗震、
抗疫救灾等累计捐款超过12亿元。特别
是从 2010 年开始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新
华联资助数以千计的优秀贫困大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让数以万计的贫困中小学
生的学习和活动条件得到改善；依托光
伏产业扶贫，新华联帮助数以千计的农
户彻底甩掉了“贫困帽”；通过持续产业
扩张，新华联解决了 7 万余人的就业，被
国务院、中国企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
国家民政部等评为“全国就业先进企业”

“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全国企业文化建
设先进单位”和“中国十大慈善企业”。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也以突出的
经营实绩和较大的社会贡献当选为第十
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并被中央统战部、
全国工商联授予“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
出民营企业家”和“中国民营经济40年风
云人物”荣誉称号。

作为新华联集团的领军者，傅军深
知：伟大的时代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没有
担当的精神是不行的。新华联集团要想
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优秀的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必须靠不停地奋斗。

在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新华联集团将
继续坚守实业、聚焦主业，未来 3-5 年重
点发展氟材料、硅材料、膜材料、锂材料、
合金材料、橡胶材料等新材料产业，特别
是加速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和5G陶瓷滤
波器的产业化，并打造 5-10 个以古镇为
主传承中华文化的大型文旅项目和5个以
上以观光游乐为主的特色旅游小镇，为国
家的富强和时代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成
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优秀民营企业。

三十而砺，续航前行。在实业报国的
创业征程，新华联永远在路上，奋斗不止、
创新不止、奉献不止！

三十而砺 续航前行

王 文

“一个光荣的梦想，一个执着的追
求；一个勇敢的探索，一个永恒的期待！”
这是新华联创业的心声，更是新华联奋
斗的希冀。

1990年10月，正是怀揣实业报国的
光荣梦想，新华联集团在改革开放的感
召下由国际贸易毅然起航。三十载与时

俱进、傲立潮头。如今，新华联集团已快
速发展成为一家涵盖文旅与地产、化工
与材料、矿业与石油、金融与投资等多个
产业的大型现代化民营企业集团，拥有
12家控股、参股上市公司，成功创建了新
华联文旅、东岳制冷剂、华联陶瓷、红官
窑、赛轮轮胎、金六福酒等一系列行业知
名品牌，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年纳
税超过50亿元，各类发明专利近6000项，

企业综合实力连续16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强，被国内主流媒体誉为中国民营企
业的“多元化路标”。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际贸易型企
业，何以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竞显
风采，演绎了一部荡气回肠的经营传
奇？一个崛起于三湘大地、驰骋于全球
市场的多元化企业，何以在白热化的市
场竞争中过关斩将，把一个个实体产业

做得风生水起？一个白手起家的民营企
业，何以在30年间由1000美元成功跻身
千亿级企业俱乐部，尽情抒写造福社会
的壮美诗篇？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坦言：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机遇成就
了新华联，是企业主动求变、科学应变的
创新优势壮大了新华联，是我们造福社
会、报效国家的创业情怀升华了新华联！”

真抓实干在湖南

位于北京的新华联集团总部大楼 （新华联集团供图）

湖北日报记者 胡琼瑶 刘澍森
通讯员 蔡俊松 杨远通

“湖广熟，天下足。”鱼米之乡湖北，
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2019 年，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1.23万亿元，同比增长7%。今年上半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全
省农产品上半年出口总值仍然达到
9.7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

来之不易的亮丽数据表明，“长江
水、湖北粮、荆楚味”深受中外消费者
青睐。拉动农业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为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提供了有
力支撑。

农产品品牌凝聚着资源禀赋、农耕
文明和匠心经营。从做产品到创品牌，
湖北是如何发力与坚守的？

坚守品质，“荆楚味”更香了

清洁、切块、灌装……自动化生产
线上，一瓶瓶香菇酱次第而过。几天后，
这批香菇酱将远渡重洋，出现在欧美国
家的各大超市里。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贸订单，地处
大洪山腹地的湖北随州品源公司却“逆
市而上”，今年出口量预计超过1.2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

论品牌，品质是基础。作为农业大
省，在短缺经济时代，湖北为保障全国
农产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新
时期，人们从“吃饱”向“吃品质、吃安
全、吃文化”等更高需求转变，湖北农业
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结构性问题日益
突出，“大路货”居多，优质稻、精品果菜
茶、名特优畜水产品的比重较低，全国
知名品牌数量有限。

以量取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有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才能更好满
足人们“舌尖上的需求”。

2003 年，宣恩县黄坪村栽下了第
一棵黄金梨，随后规模不断壮大。在湖
北省农业农村厅支持下，口感好、味道
醇的黄金梨成功拿到了欧盟认证。每年
夏季梨园挂果时，为了保证品质，每棵
树最多只能留十几个果子。虽然数量少
了，但达到出口欧盟标准的特级果，却
卖出了令人欣喜的高价，最贵的黄金梨
一斤卖到 20 欧元。黄坪村的村民十几
年来坚持标准化种植，产品连续多年来
出口法国、德国等国家。

为了守护品质，湖北启动实施了一
系列举措，让“荆楚味道”越来越香醇。

围绕水稻和油菜两大优势作物，在

全省划定水稻生产优势区和双低优势
油菜保护区；三峡柑橘带、江汉平原优
质油稻、环武汉城郊蔬菜等特色农业产
业板块逐步形成。

兴起绿色革命，推行标准化生产，
实施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虾稻共作
等生态种养新模式在全省遍地开花。

从田间到餐桌，竖起一道坚实的质
量安全屏障。省、市、县、乡层层签订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书，建立和完善
农业标准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在全国领先。

功夫不负有心人。以小龙虾为标志
的“湖北味道”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夏
收油菜、淡水产品产量，均连续多年稳
居全国前三；今年1至8月湖北农产品
出口破百亿元，同比增长 37.8%，成为
外贸出口的突出亮点。其中，食用菌、茶
叶、中药材、天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位
居出口前列。生猪产能逐步恢复，上半
年全省生猪存栏1790万头，较2019年
末增加173万头，连续8个月回升。

从“做产品”到“创品牌”

品牌是畅行市场的通行证。在湖
北，从车间到市场，从省内到省外，从种
植到“吆喝”，一场“品牌战”全面打响。

2019 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
特色产业和区域品牌，强化政策引导和
资金支持，着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
力。在全省农业系统共同努力下，赤壁
青砖茶、蕲春蕲艾、洪湖水生蔬菜、通城
黄袍山油茶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名单，潜江龙虾、随州香
菇等 11 个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

去年，湖北印发《湖北省农产品品
牌三年培育方案》，提出要按照“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发展模式，重点
培育潜江龙虾、蕲艾2个省级核心大品
牌，以及 20 个区域公用品牌和 200 个
企业产品品牌，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创建
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真金白银支持品牌宣传。去年起，
湖北省财政统筹安排 1 亿元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宣传潜江龙虾、随州香菇、
宜昌蜜橘等区域公用品牌，为全国人民
带来一场具有浓郁荆楚味道的视觉盛
宴。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经过大厨的
烹制，成为一道道色泽红亮的美味佳
肴，生动的画面配上宣传语“潜江龙虾
红遍天下”——连日来，这条广告宣传
片在央视轮番刊播。不仅潜江龙虾，还
有恩施玉露、洪湖莲藕等一批湖北优质
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纷纷亮相央视黄
金时段。

讲好背后故事，挖掘深层内涵，洪
山菜薹、武当道茶、瓦仓大米等一批农
产品品牌背后，都有一段神秘而动人
的故事，农产品有了独特魅力和品牌
溢价。

组合拳的实施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9 年，湖北新认证“三品一标”产品
836 个，有效期内“三品一标”企业达
2258家，品牌总数达4586个，总量规模
位居全国前五。

卖出去才是硬道理

拍图上传、回复留言、包装发货……
秭归县郭家坝镇郭家坝村崔敏熟练地
操作着。当前正值夏橙上市，他不仅在
淘宝开了网店，还开了微店，家里几万

斤夏橙几乎全在网上销售。
秭归是全国首个“四季鲜橙”产区，

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品质引得阿里巴
巴未来农场、京东、苏宁鲜果等龙头电
商纷纷聚集。在秭归，只要懂电脑的基
本都开了网店，真正进入了“全民开网
店”时代。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秭归
脐橙稳居全省单品水果电商交易额第
一，已成为湖北农村电商“第一果”。

好酒也怕巷子深。品牌再响，卖出
去才是硬道理。

要致富，先修路。连续 11 年，湖北
省委、省政府将农村公路建设纳入“十
件实事”，全省建制村通路率达100%，
架起通往外界的桥梁。

修公路，还要建“网路”。早在2017
年，湖北即启动光纤宽带连接“千村万
户”行动，实现全省100%行政村接通宽
带。2018 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出台

《湖北省农村电商工程三年行动方案》，
推动村级电商服务网点在行政村全覆
盖，农村地区“村村通快递”，电商物流
服务“村村通”。

湖北推进农产品电商出村工程，广
泛对接各类电商平台，引导农村淘宝、
益农信息社进村入户，从“田头”到“餐
桌”，以最少环节、最短距离、最快速度
把恩施硒茶、秭归脐橙、蕲春蕲艾等名
优农产品送到天南海北。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一
些农产品销售遇阻。在全国人民的大力
支持下，湖北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销
售，引发热潮。

4月6日晚，央视新闻“谢谢你为湖
北拼单”首场直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1
万余份湖北茶就被抢订一空；“我为湖
北胖三斤”，淘宝直播喊话，10天之内，
4000 万斤湖北农产品被抢光，“鄂”字
号农产品销量同比飙升 6.6 倍；拼多多

“湖北优品馆”上线一周内，平台内湖北
农 产 品 销 量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超 过
370%。

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到
2019 年底，潜江龙虾全产业链年产值
已超过300亿元；秭归脐橙年综合产值
超过 20 亿元，秭归县已培育脐橙亿元
村3个、5000万元专业村12个。湖北已
建设22个省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其中含8个国家级出口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拥有农产品出口企业
450家，出口目的地为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食用菌、茶叶、蔬菜、水果、天然蜂
蜜、淡水产品等出口主导产品年出口货
值稳居全国前列。

“荆楚味道”越来越香走进
中部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蔡
矜宜）今天，2020年全国体操冠军赛在
陕西省西安市落幕，湖南省体操队派出
张博恒、李宜、刘洋、周雅琴4名选手参
赛，斩获1金2银1铜的成绩。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0个省
市区的体操队、国家集训队和以个人身份

参赛的167名运动员参赛。4名湖南队选
手在各自项目中均发挥稳定，并斩获佳
绩——女子平衡木决赛中，周雅琴高质量
地完成了比赛，以15.166分获得冠军；李
宜在男子双杠项目角逐中以14.833分摘
得银牌；张博恒以14.300分获得男子鞍
马银牌、以14.500分获得男子吊环铜牌。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10 月 24 日至 25 日，风和日丽、秋
高气爽，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在三湘大地
火热上演，这些赛事不设门槛、力求全
民参与，现场无不热闹非凡、活力四射。

长沙 200余名街舞选手炫酷对决

韩国UBF国际街舞大赛中国赛区
冠军寇湘民、《这！就是街舞》韩庚战队态
度大师FKM成员龙啸、湖南首席pop-
ping团体Funkygo创始人刘伟……10
月25日，2020年“佳贝艾特”杯湖南省
街舞比赛在长沙保利MALL开赛，光是
以上分量十足、人气超高的裁判阵容就
已瞬间点燃现场。

本次比赛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省体操运动协会主办，是目前湖南首次
由官方主办、规模最大的街舞赛事。比赛
设街舞BREAKING和FREESTYLE两
个项目，以16岁为界线分为两个年龄组，
吸引了来自全省各院校、舞蹈工作室、俱
乐部等200余名街舞爱好者同场竞技。

株洲 全民健身挑战日首站举行

10 月 24 日，上千人齐聚株洲市体
育中心火炬广场，2020年“全民健身挑
战日”活动首站株洲站火热举行。

本次株洲站活动的线下比赛包含
个人挑战赛、团队挑战赛和创意达人挑
战赛。个人挑战赛设挑战颠球王、挑战
投篮王、挑战乒乓推挡王等10个项目。

团队挑战赛设广播体操挑战赛（第九
套）、广场舞挑战赛等5个项目。

不同的项目，展示同样的激情。挑
战颠球王项目中，选手全神贯注上演脚
上“功夫”，足球上下跳动，格外“听话”；
乒乓推挡王项目中，选手乒乒乓乓推了
数百下，都没有停下的意思；集体项目
广场舞挑战赛是最热闹的项目，一支支
队伍“花枝招展”、“舞”味十足……

2020 年“挑战日”活动将于 10 月
至11月底在全省14个市州举行。今年
的活动采取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市
民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民健身e起
来”参加线上创意达人挑战赛。

浏阳 徒步穿越系列活动走进大围山

金秋十月，宜徒步。10 月 24 日，
2020“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系列
活动（浏阳站）暨长沙重阳登高健身大
会在浏阳举行。1000 余名户外徒步爱
好者共聚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趁着明
媚秋色，行走于山水丛林间。

据悉，本次活动设群众组与徒步
组。其中，群众组全程6.5公里，徒步组
行程总距离10公里，选手虽路线不同，
但均可将栗木桥、船底窝、玉泉山庄、红
莲寺等景区美景一览无余。为大力推广
徒步运动、鼓励更多普通民众参与，各
组别均不计排名。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
主办，长沙市体育局、浏阳市人民政府
承办，湖南凌鹰户外体育运动有限公司
全程运营执行。

秋高气爽，运动三湘

全国体操冠军赛落幕

湖南获得1金2银1铜

比理论拼技能，谁是最佳游泳救生员
湖南日报 10月 25日讯（通讯员

李忠清 记者 王亮）10月21日至23日，
2020湖南省技能大赛第七届湖南省体
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游泳救生员项目
在郴州市游泳跳水中心举办，来自全省
的17支代表队、100多名运动员比理论
拼技能，看看谁是最佳游泳救生员。

本次比赛分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两个部分。比赛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个人预赛内容为理论知识竞赛、游泳基
础技能赛、抛绳救人、50 米全能救生，
个人决赛为心肺复苏实操、陆上急救板
实操、模拟救生。团体赛只进行决赛部
分，分为知识竞答、4×25 米运送假人
接力、4×50 米混合接力、团体模拟救
生等项目。经过激烈角逐，长沙市体育
局唯冠代表队、湘潭市文旅广体局代表
队获团体一等奖。

湖北省秭归县，农民将脐橙装箱外运。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