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互联网大
会·互联网发展论
坛”23日在浙江乌镇
开幕，聚焦数字赋
能、共创未来，携手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

本次论坛围绕疫
情科学防控、助推数
字经济与科技创新、
助力复工复产等主
题，邀请来自国内外
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互联网领域领军企业
的重要嘉宾，开展富
有全局性、前瞻性的
思想交流，回应国内
外普遍关切，引领数
字技术创新趋势。据
悉，共有来自20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500余
名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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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金光明 李凤

11月22日，天刚麻麻亮，衡东县
三樟镇柴山洲村贫困村民曾成炎就
起了床。“今天，我要把今年种植黄贡
椒的田土进行翻耕，为来年种植黄贡
椒准备好苗床。”曾成炎解释道。

曾成炎一家4口人，两个女儿都
在读书，老婆常年患病。2014 年，他
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今年，我家种了4亩多黄贡椒。”

曾成炎边整理苗床边对记者说，近
7000株黄贡椒苗全部由衡东县兴益
达黄贡椒专业种植合作社免费提供。
他家共产黄贡椒近2500公斤，合作社
按每公斤9.4元的市场价全部收购。

“除去农资等成本，纯收入近
2 万元。”曾成炎高兴地说，有了这笔
钱，孩子的学费和老婆的医药费有了
着落。

衡东县供销社理事会主任文洪
斌介绍，黄贡椒在衡东已有300多年
种植历史，但以前，这里种植的黄贡

椒是传统品种，品质退化严重。为改
良品种，提高产量和效益，从2017年
开始，供销社与省农科院和衡阳市蔬
菜研究所进行合作，对黄贡椒的品种
进行提纯与复壮，增强了苗子抗病能
力。如今，他们已进行第四代黄贡椒
株系选育，效果明显。

今年，兴益达合作社在三樟、吴
集镇的油麻田、柴山洲、杨梓坪、红坪
等几个村，种植黄贡椒 620 亩，参与
种植的农户达 206 户，其中贫困户
110 多户350 多人。所种黄贡椒获得

丰收，共产600余吨。仅此一项，贫困
户户均增收近万元。黄贡椒也被贫困
户称为“致富椒”。

目前，衡东县供销社已组织成立
黄贡椒、油茶、柑橘、禽类等农民专业合
作社21家，会员510人。近年来，这些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会员共发展黄贡
椒种植1.8万亩、油茶2万亩，养殖家畜
50万头、家禽100万只。今年头10个
月，合作社帮助农户销售黄贡椒1.1万
吨，签订茶油订单10万公斤，贫困户户
均年增收2万元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杨洋 张雄

11月18日，暖阳高照。记者驱车
前往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桑木
村。

桑木村是永定区人武部结对帮扶
村，山高路远、水资源缺乏、道路难行。
2014 年，全村 210 户 627 人中，有贫
困人口52户188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8%，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区人武部结对帮扶后，带领桑木
村乡亲修路、引水、盖房、发展产业。

“人武部为村里做了太多的事，
数不清。”站在村部，村支书龚亚斌
说，“咱们如今的村部，就是他们用炸
药炸出来的。”

原来，老村部年久失修，为了节约
耕地，新村部选址在半山腰上，沿途全

是乱石。为了修好通往村部的道路，区
人武部部长、政委亲自指挥，官兵们奋
战一个多月，钻出37个炮眼，用去5吨
多炸药，硬是在烂山岗中炸出一条通
往村部的道路。

2016 年，区人武部筹资 200 万
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改造工程。7个
月后，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村民家。

“看着自来水哗哗流，那感觉像是在
做梦。”村民李立浩说。

要想富，先修路。为了破解村民
出行难，区人武部官兵白天战高温、
晚上睡地铺，完成了 8 个村民小组
21.3公里道路硬化建设。

拔穷根，靠产业。随着村里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工作队便在培育产业
上开动了脑筋。

“以养殖、种植业为主攻方向，大
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村秘书龚风
帆介绍，在区人武部组织下，村里成
立芦笋、莓茶专业合作社，吸收全村
所有贫困户加入，流转土地种植芦笋
200亩。

“村里成立合作社，我二话没说参
加了。”70岁的村民龚安平告诉记者，
岁数大了外出打工没人要，如今老两
口都在芦笋基地干活，一个月能净挣
2000多元。

种植红红火火，养殖不甘落后。
村民全权丰的妻子和儿子身患残疾，

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工作队量
身定制扶贫计划，鼓励他发展种养
业，种了 10 余亩水稻和玉米，养了
100 只鸡、30 只鸭，加上享受计生奖
扶政策，一年下来收入近4万元。

如今，桑木村共有养殖、种植合
作社4个，拥有养猪场5个、养鸡场8
个、养牛场1个；种植莓茶、芦笋400
多亩，修建莓茶厂 1 个，今年村民人
均 年 纯 收 入 可 望 从 2014 年 不 足
3000元增加到1万元。

“军地共携手，谱写新时代扶贫
奔小康的赞歌。”永定区人武部政委
张觉先告诉记者，村民感谢部队的帮
扶，纷纷送孩子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杰）矿山安全无小事。记者近日
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为积极排除非煤矿
山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引发的安全生产隐
患，近两个月全省自然资源系统深入排查
非煤矿山领域矿山（采矿点）1300余处，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159起，取缔关闭118
处、移送公安21起，没收违法所得及经济
处罚共计900余万元。

据悉，为深入推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省自然资源厅在矿产资源
开发领域，实行“三个一律”，坚决杜绝自然
资源安全监管领域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对无证开采矿产资源，一律依法予以
取缔，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以违法所得 50%以下的罚款，达到入
刑标准的或拒不停止开采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一律责令退
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
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0%以下的罚款。

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
源，一律依法责令停止，并处以相当于矿
产资源损失价值 50%以下的罚款，造成
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曾少石 王宇）“邵阳
县五峰铺镇第二完小和五峰铺镇向联
村发生疑似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收
到 ，请 你 们 密 切 关 注 并 随 时 报
告”……今日下午，邵阳市Ⅳ级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演练在邵阳县举行，随着
应急救援程序的启动，各部门各单位
紧密配合、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地开展
了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演练通过视频播放和现场演练相
结合的方式，以邵阳县五峰铺镇第二
完小32名学生在食堂用餐后，以及五

峰铺镇向联村 30 名村民参加寿宴后
相继发生恶心、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
中毒症状为背景。按照事故发生的不
同阶段，演练分为事故报告、应急响
应、应急处置、舆情应对、响应终止、后
期处置6个科目。

演练现场，学校校长和村支书第一
时间将发病学生和村民送往邵阳县中医
医院，并向邵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报告。

邵阳县政府获知该信息后，及时
启动Ⅳ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相
关职能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成立应急
指挥中心。在指挥部的统一协调指挥
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卫健局、县
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
别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置
等工作。

事故调查处置贯穿医疗救治、生
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等重要食品监

管环节。由于指挥得当，措施得力，处
置及时，不仅迅速查清事故发生原因，
有效控制了“中毒事件”的蔓延和扩
大。同时，中毒学生和村民的安置工作
也令人满意，中毒患者已全部康复。

据介绍，整个演练过程程序清晰，
步骤清楚，展示了一套可操作、务实的
应对流程和方法，突出了应急处置“以
人为本、系统联动”的工作要求，具有
较强的示范引领和借鉴指导作用。

疫情之下，互联网发展迎来新机遇

黄贡椒成“致富椒”

鱼水情深暖桑木

邵阳市：应急演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袁慧）11 月 16 日至 17 日召开的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党代会，描
绘了公司未来5年的高质量发展蓝图，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班子。

近年来，现代投资公司不断清晰发展思
路、完善治理体系、深化内部改革、坚持以人
为本、加强党的建设，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125.58亿元，利
润总额12.59亿元。近3年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11.99%，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率为 111.19%、111.29%、
110.5%。今年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7.1

亿元，利润总额5.66亿元。
现代投资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志中表

示，公司未来将坚定不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
进一体两翼产业化、业务体系智慧化、管理体
系科学化；推动高速公路主业滚动发展，寻找
新投资机会和领域，抢占产业链制高点，横向
扩张，纵向延长；实现三个转型，加快数字化转
型、深化市场化转型、推进专业化转型；提高核
心竞争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塑
造发展新优势；持续深化改革，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原则；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为打造“最受尊敬企业”固本强基。

湖南深入整治矿山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近两月发现违法违规行为159起，罚款900多万元

现代投资未来将实现三个转型
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市场化转型、推进专业化转型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双11”各大电商总成交额达7000亿元；3亿
人在新春复工期间开启在线办公模式；中国在线教
育用户规模已超 3.8 亿……正是由于互联网的存
在，让人们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

“宅经济”崛起

疫情之下，电商网购、在线文娱等“宅经济”迅
速崛起，其中网络购物等数字消费不仅为推动中国
经济内循环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曙
光。今年的“双 11”购物节被不少海外商家视作业
绩反弹的绝佳机会。

“7000 多亿人民币的购物交易，100%都是通
过云进行的。”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
赫罗特拉点赞中国“双11”网络购物节。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最大的经销商平台之一
Health More首席执行官杰雷米·亨特说，“双11”
已成为一场巨大的在线狂欢，至少2000家澳大利
亚企业参与“双11”，其中160家企业新冠疫情期间
在天猫开设旗舰店。

新加坡网络新闻平台“新加坡眼”董事经理许
振义说，中国的“双 11”购物节给东南亚地区电商
提供了灵感和启示。受疫情影响，许多人可能从此

改变消费习惯，更多选择网购，这赋予电商更多发
展机遇。

在“双11”期间，直播电商成为最亮眼的特色。
疫情期间，直播电商行业在中国实现了爆发式增
长。据新经济领域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预计，
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将达到 9610 亿
元，是去年的两倍多，约占中国网络零售规模的
8.7%。5G网络时代会在消除卡顿、增强画质等方面
为直播行业刷新用户体验。

新业态涌现

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在疫情期间也
不断涌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6 月，在线教育和远程办公成为极具发
展潜力的互联网应用，在中国用户规模分别达3.81
亿和1.99亿。远程工作和在线教育等应用在疫情中
既避免了交叉感染的风险，也为助力复工复课发挥
了重要作用。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在线办公需求在中国暴
增。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 月新春复工期间，共
计超过 3 亿人使用在线办公应用。分析人士认
为，和非典疫情期间相比，更完备的网络基础设

施、更强大的平台计算能力，令数亿人同时开展
线上办公成为可能。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5G 网络技术等技术的发展，未来在线办公行业
将拥有更加稳定的技术实施条件以及广阔的市
场发展空间。

为了不让教育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世界各
国纷纷转战“线上课堂”。“疫情下，各国都迫切需要
提升数字教育的能力。”芬兰教育与文化部部长李·
安德森说，芬兰学校全部实行线上教学，学生甚至
用3D建模完成手工课程。“数字技术发展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机会，特别是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

疫情发生后，中国倡导“停课不停学”，整合政
府、学校、教育企业机构等平台和优质教育资源，帮
助全国大中小学生实现在线居家学习。

数字技术助力全球科技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开
发出三套AI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测绘出疫情下的
各种潜在威胁，巧妙地显化了人类与病毒相遇的各
种路径。如今，这套系统已下沉到许多地方政府和
企业，帮助做好微观防控。

“正是很多‘数字’抗疫者的加入，病
毒无处遁形的那一天才会更早到来。”上
述案例的分享者、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
人沈南鹏在 23 日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
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主论坛“数字经济与
科技抗疫”中表示。

依托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开展流行
病学和溯源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追踪”，
大幅提高防控精准度和筛查效率；通过

“5G+医疗”，多学科、多专家远程为重症患者协作
诊疗，提升抗疫一线医疗救治水平；智慧物流打通
物资流通堵点，保障医疗防护服等抗疫物资紧急调
配……在疫情应对中，以5G、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次抗疫工作中，信息通信技术为疫情
防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在态势研判、信息
共享、流行病学分析等方面显示了巨大能量。”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钟南山通过视频表达了科技创新在抗
疫中的价值。

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一张电子屏里呈现
了新冠肺炎疫情实时态势，这是奇安信集团运用大
数据建模分析平台实现科技抗疫的最新成果。它能
以20余个维度分析疫情变化趋势，能为各地在研
判疫情态势、排查密切接触人员、控制传播途径等
方面，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撑。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将最新数字技术应用
到科技抗疫中。

疫情期间，搭载最新“腾讯觅影”AI 的应急专
用 CT 装备先后部署到武汉多家医院。这套“腾讯
觅影”AI 辅助诊断新冠肺炎的解决方案，在患者
CT检查后最快2秒就能完成AI模式识别，1分钟
内即可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参考。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多家科技企业面向全球
推出线上咨询平台、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等，分享中
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对抗病毒，没有国界线。在全球性的公共卫生
危机面前，中国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向海外输出检测
和诊疗能力，为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贡献着力
量。”沈南鹏说。

（综合新华社11月23日电）

下图为11月22日，观众在腾讯展台“宅家云游”区域体验云端旅游。新华社发

互联网发展论坛发布蓝皮书
中国加快网络空间法治建设进程

据新华社杭州11月23日电《世界互
联网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
告2020》蓝皮书23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上发布。报告指出，过去
一年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网络空间的法
律制度，网信执法、网络司法、网信普法等
工作积极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报告显示，中国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
网络法治的重点，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积极推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基础性立
法。同时，中国加强网络空间新兴和重点领
域立法，制定《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等立法进程。其中，《网络信息内容生态
治理规定》公布实施，第一次将“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目标。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上虚假信
息与恶意信息大量增长，数据和个人隐私
安全令人担忧。”

对此，中国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
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强化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等各
环节的规范管理。针对疫情期间在线教育
网站存在大量不良信息和行为，中国开展
了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
整治，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上网环境。

报告指出，加强网络内容治理已成为
全球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立
法、技术等手段强化社交平台内容监管，
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新闻链接

小萝卜
助农富

11月22日，道
县柑子园镇把截
村，农民在采收“把
截萝卜”。“把截萝
卜”又称雪萝卜，皮
红肉白，因其产地
（把截）而得名。近
年，该村积极将“把
截萝卜”品牌做大
做强，采取“水稻+

‘把截萝卜’+油菜”
轮作种植 1100 多
亩，助农增收致富。

周凤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