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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湖南运动员入选奥运中国代表团名单

“湘”约里约

A1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有国际经济与贸易(文理兼招)、
物流管理（文理兼招）两个本科专业，现有部分缺额(191个计划，
最终征集计划以省考试院公布数据为准)， 面向全省考生征集志
愿。

征集政策：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以考生
填报的征集志愿为准，可在一批控制线下20分以内（含20分）从
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征集对象：湖南省一本控制线上未录取和一本控制分数线下
20分以内（含20分）的考生均可报考。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7月21日8：00至18:00

�������填报方式：志愿网上填报
招生代码：4313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498号
联系部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办公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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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色化”建设。习近平强调，对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 不论是
否已调离、 提拔或者退休， 都必须严肃追
责。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并
签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促进电子商
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
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了“绿色化”概念，并将其定
性为“政治任务”。从此，环境保护、空气质
量成为衡量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
标之一。

“互联网+”和“绿色化”被提上国家战
略之后， 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互联网+”的助推下，支付宝、余额宝
的功能日益强大；上海华瑞银行、浙江网商
银行等互联网银行相继诞生；滴滴快车、神
州专车也应运而生， 让公众出行更加方便
快捷舒适；“健康云”、“智慧城市”等也正迈
着矫健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绿色化”生
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人们的环保意识进
一步增强，改善和恢复生态环境，早日还我
“绿水青山”， 彻底消除雾霾已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 电子信息产业具有集聚创新资源
与要素的特征，目前仍是全球创新最活跃、
带动性最强、渗透性最广的领域。当前，新
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步入加速成长期， 带动
产业格局深刻变革， 必将成为全球竞争的
战略重点。

遗憾的是，“互联网+”和“绿色化”专门
人才还相对匮乏， 这就需要教育部门特别
是高校更多更好地培养“互联网+”和绿色
生态专门人才。 这两个领域的人才也已经
成为我国社会急需的专门人才。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人才的大量涌现，有利于“互联网
+”行动计划加速推进。

为了助推我国“互联网+”和“绿色化”
战略快速健康发展，经教育部批准，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和英国班戈大学强强合作，调
集中英两校最优秀的教师团队在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班戈学院（以下简称：班戈学院）
着重培养环境林学（即城市林学）和电子信
息工程专门人才。

班戈学院是湖南省唯一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 就读于班戈学院的学生享有中英
双重学籍， 无需出国也可获得中英两校文
凭。 班戈学院各专业与英国班戈大学所用
教材相同，课程体系相同，教学进度相同，
考核标准相同，质量监控相同。

鉴于此，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互联网
+”和绿色生态专业人员已成为国家急需人
才。能够正确把握时代脉搏，善于抢抓学习
机会的人， 一定会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
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助推国家更加
繁荣昌盛。

■记者 袁礼成 通讯员 程含林

“互联网+”和绿色生态
专业人才成香饽饽

根据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 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林学、 电子信息工
程、金融学、会计学四个本科专业均有少量
征集志愿计划。

征集对象： 湖南省一本控制线上未被
录取或线下20分以内（即文科510分及以
上，理科497分及以上）、英语单科成绩不低
于110分的文理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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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看台

侯志慧， 女子举重48公斤
级;向艳梅，女子举重69公斤级;
龙清泉， 男子举重56公斤级;谌
利军，男子举重62公斤级;商春
松、谭佳薪，女子体操;柴飚，男
子羽毛球双打;孙文雁、李晓璐，
花样游泳;周玉，皮划艇;王宇
微、曾涛，赛艇;董斌，男子三级
跳远;彭林、熊墩翰，女子水球。

更多相关报道请关注本
报E08版。

里约奥运湘籍健儿
及所参加项目

由文化部与湖南省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 为期一周的
“艺海流金———感悟湘风楚
韵” 内地与港澳文化界交流
活动在湖南启动，7月18日，
交流活动之一“文化遗产与
现代生活” 的内地与港澳文
化合作论坛在长沙举行，旨

在增进港澳文化界人士对于
湖南文化的了解、 扩大文化
交流与合作。 该交流活动已
成功举办11届， 每年邀请来
自港澳特区政府文化官员、
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 文化
艺术界知名人士等来内地参
访交流。 ■记者 吴岱霞

港澳名流来湘感悟楚韵

■记者 叶竹

2016年里约奥运会即将于
当地时间8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开幕。7月18日，参加里约奥
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
正式成立， 各参赛项目队伍及队
员名单也随之正式公布。 记者从
湖南省体育局了解到， 我省将有
15名运动员参与7个大项的角
逐，这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之后， 我省运动员参赛人数最多
的一届。

400余名健儿角逐210个小项

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共
711人， 其中运动员400余人，是
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史上规
模最大的一届。包括林丹、孙杨、
张继科、 吴敏霞等35位奥运冠军
在内的中国运动健儿们将参加除
橄榄球和手球之外的26个大项
210个小项的比赛， 其中林丹已
是第四次征战奥运会。据悉，参赛
的运动员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以
及解放军， 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
岁， 年龄最小的是游泳队的艾衍
含，14岁， 最大的是射击队的陈
颖，39岁。运动员中共有113人参
加过奥运会， 占代表团运动员总
数的 27% ， 其中 108人参加过
2012年伦敦奥运会。

15名湘籍选手赴“约”

15名湘籍选手所参与的7个
大项中，举重、体操是本次奥运湘
籍健儿夺金的重点。羽毛球、花样
游泳以及皮划艇和男子三级跳
远， 湘籍运动员具备夺取奖牌的
实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与搭档
赵云蕾获得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
的伦敦奥运会湘籍羽毛球女双冠
军田卿此次并未出现在正式名单
中， 许多球迷纷纷表示意外又可
惜。 田卿谈到落选时表示，“作为
老运动员，坚持了那么长时间，没
能参加里约奥运会， 会觉得有遗
憾。但伦敦奥运会我拿过冠军，也
证明过自己， 所以这次落选也没
有那么大不了。 如果身体情况允
许， 我肯定会为了省队参加明年
的全运会。”

历时12年制作， 几次因
资金短缺停摆，4000多网友
参与众筹……或许是高期待
伴生了高要求，《大鱼海棠》
上映后，观众评论两极分化，
有的觉得它扛起了国产动画
的大旗，有的觉得“有情怀没
内容”。 而从宣传照到影片，
很多观众觉得太像宫崎骏。
近日， 该片两位导演梁旋和
张春来到长沙， 面对观众质
疑并不避讳。“我们不会特别
回避别人说我们像宫崎骏，
但我们的初心， 是怀着汲取
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情创造我
们的动画。”

对于目前的两极评价，

梁旋也相信时间会说明一
切。“可能20年后，《大鱼海
棠》 仍然是一部能被中国影
史记住的动画。”目前该片票
房已经接近4亿，据透露已经
回本， 并且关于第二部作品
的内容， 两位导演也有了初
步的计划，“可能是《大鱼海
棠》的续集，也可能是另一部
风格类似的作品。”

在中国， 做动画片最大
的难处是什么？ 张春表示，
“中国动画人才的断层，整个
产业的不完善， 以及制片环
节上和国外的差距， 所以目
前的状况也是困难重重。”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江琼

《大鱼海棠》导演长沙回应质疑

不避讳被说像宫崎骏

期待商春松
（右）、龙清泉、孙
文雁（左）等湘籍
健儿带喜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