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7日讯 今天，记
者从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宣传工作会议上获悉， 我省距离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还有43天，
当前农业普查宣传动员已进入攻
坚期，明年1月1日起将开展为期5
个月的入户调查。

“全省需要配备约20多万名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每一个普
查员需要完成上百个农户的入
户登记调查。” 省统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省农普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高勇介绍，此次普查涉
及全省1536个乡镇、44151个村
（居）委会、近1600万农户以及大
量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
营单位。

今年12月， 我省将开展农业
普查宣传月活动。2017年1月至5
月， 各市州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入
户调查工作， 进行普查登记和数
据处理。2017年6月至12月，农业
普查的成果将陆续发布。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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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需要
“找得着、有保障”的服务

湖南省商务厅信息技术服务
中心主任、 湖南中小商贸流通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王海梅告
诉记者， 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已占
全省GDP近60%， 非公投资占全
省投资总量近七成， 民营企业已
经撑起了我省经济的半边天。但
与此同时， 这些经济排头兵的寿
命往往很短暂。 我省民企的平均
寿命只有2.9年， 小微企业更短。
这与湖南企业主普遍缺乏法律意
识， 也缺乏互联网环境下对危机
的管控意识和对互联网信息传播
规律的理解有密切关系。

湖南就有很多中小企业在互
联网浪潮前，一边惊叹“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一边又被互联网一
路裹挟踉跄前行。 企业对互联网
感到迷茫， 又对随时可能爆发的
网络危机心生恐惧， 在互联网环
境下， 他们时刻都感到如履薄冰
却束手无策。应该说，湖南的中小
商贸流通企业从来没有像如今这
样需要政府的扶持。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为了
提高湖南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在互
联网大环境下应对网络舆情的能
力，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走得更远。

湖南省商务厅主办了“湖南首届
中小流通企业互联网舆情公益巡
讲”活动。活动不仅针对湖南十四
个市州的中小流通企业的痛点和
需求， 围绕互联网环境下的风险
应对、 舆情危机管控及低成本品
牌传播等主题提供系列培训服
务，更通过包括政策倾斜、资金扶
持等多种方式为省内中小商贸流
通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
障的服务， 支持小微商贸流通企
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首场讲座
300名企业家挤爆现场

十四市州巡回公益讲座的第
一场落地怀化， 接近300名企业
家来到现场， 整场讲座座无虚
席，甚至有许多企业家从偏远县
市专程前来听取讲座，这场融理
论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的
公益讲座，也掀起了企业家高涨
的学习热情。

“我们是一家本地生鲜超市
公司，成立时间已经接近10年了，
作为一家本土零售企业， 也一直
希望能接触到企业品牌传播的相
关内容， 这既解决了企业品牌推
广的需要， 也承担起了传播地方
企业形象的责任，这次讲座，了解

到了适合互联网的低成本品牌推
广方式， 能真正解决企业品牌传
播面临的‘广告投不起’、‘投了没
效果’的现实问题，非常不错。”来
自怀化本地的零售行业企业家曾
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掩饰不住对
讲座的赞许之情。

互联网给中小企业
提供巨大机遇

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湖南普特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昕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互联网给中小
企业尤其是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带来
了巨大的机遇， 诸多行业在被互联
网从边缘颠覆， 太多的旧规则给打
破， 在十年前做得越成功的企业在
未来五年日子会越难过， 在这样一
个颠覆一切、重建规则的“元时代”，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被重新放到了一
条新的起跑线上， 这给中小企业获
得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可能。 原腾讯

无线事业部 (现MIG事业部)战
略品牌中心总经理黄永鹏则表
示， 面对由创意和策划驱动产
生的优质内容， 传播渠道是廉
价甚至是免费的。 企业要做的
只是为这样的优质内容打开一
扇互联网的大门， 然后信息就
会沿着互联网的脉络自然传
播。 所有的问题一旦剖开表象
看到本质， 你就会发现原来世
界如此简单。

助力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大发展
“湖南首届中小商贸流通企业舆情管控及品牌传播”大型公益巡讲活动启动

湖南省商务厅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湖南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王海梅接受记者采访。 何丹 摄

近日，由湖南省商务厅主办，旨在为我省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提
供系列扶持的“湖南首届中小商贸流通企业舆情管控及品牌传播”
大型公益巡讲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 龚化

20多万普查人员“服务”第三次农业普查
我省明年1月1日起开始普查 6月至12月陆续发布普查成果

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累计收到参赛作品1021幅

11月17日下午，湖南文创设计大赛专家辅导团座谈会举行。图为
座谈会现场。 记者 李健 摄

本报11月17日讯 当前正是
烟花爆竹生产旺季， 为防止安全
生产事故的发生，省安监局决定，
从今天开始到今年年底， 分五轮
对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开展
“双随机、 一公开”（随机抽查企
业、随机抽派执法人员，向社会公
开检查结果）执法检查工作。

醴陵市是我省生产烟花爆竹
的重点市县之一，虽然该市在推
动烟花爆竹企业关闭退出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全市烟花爆
竹企业整体生产条件依然较差，
事故发生概率较高，监管任务繁

重。首轮执法检查将以醴陵市为
重点，突出检查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是否存在分工房生产， 三库
（成品库、药物库、中转库）是否
符合要求， 是否改变工房用途，
防静电措施是否到位。随后扩大
范围，对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开展执法检查。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将责令企业停产，立即整改；
对监管人员失职、渎职，默许、纵
容非法生产的行为， 将交由当地
政府严肃处理。

■记者 奉永成

我省对烟花爆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11月17日讯 今日
下午， 湖南文创设计大赛专家
辅导团座谈会在长沙召开。“大
赛不是一个活动的结束， 而是
一个产业的开始。”“以湖湘文
化为主，贴近生活、有意味、好
玩，容易让市民记住。”十几所
高校文化创意、 设计相关专业
的教授、院长，以及湖南省文化
创意界的大咖、 先行者汇聚一
堂，畅所欲言。

为更好地通过创意设计
推动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经过

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2016
年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于2016年9月在长沙举行。
大赛由湖南省文化厅和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以百
万奖金面向全球征集优秀文创
设计作品。

“截至2016年11月17日，
大赛报名人数达4013人， 累计
收到参赛作品1021幅。”大赛组
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璩毅介
绍， 为进一步提高参赛作品数
量和质量， 特别是指导优秀作

品提升、转化，组委会特组建专
家辅导团。

座谈会上， 湖南商学院设
计与艺术学院院长李立芳建
议， 大赛评审形式可在各高校
划地进行展示， 由公众进行初
次选拔后， 再组织专家团进行
巡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张
玉山则指出， 设计通过打样转
化为实物，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对在校大学生而言， 有一定的
经济压力。 建议组委会加大资
金投入，或是联系打样公司，减
少资金压力， 更多更好地出作
品。他还建议，大赛评审方式可
借鉴娱乐真人秀选拔模式，进
行分层次作品展示。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创新创业
办主任曾毅表示， 作品要与生
活相结合、与艺术相关；参与
的受众要增多、 扩大基数，提
供更多的产品展示机会；打造
一个平台，长期宣传、收集文
化创意的点子、作品，建议巡展
进学校。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