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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

本报6月8日讯 今天，第
四届“创青春”湖南省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暨“湖南青
年创新创业板” 开板仪式在长
沙举行。 本届大赛首次在省级
赛事层面以分组比赛的形式进
行，而湖南“青年创新创业板”
是与湖南股交所联合打造的优
选板， 旨在鼓励有发展潜力但
暂时不具备股改条件的企业，
先行登陆到该板块进行培育和
孵化。

比赛持续4个月

据介绍，本届大赛以“创新
引领未来·创业成就梦想”为主
题， 活动从6月持续到10月，整
个大赛分为市州选拔赛、 晋级
赛（全省半决赛）、全省决赛三
个阶段。9月全省决赛，10月举
行颁奖典礼。

今年大赛首次分为商工、
现代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互
联网、文化创业组等四组赛事，

分别设立长沙、株洲、郴州三个
分赛场，并联合省政府金融办、
湖南股权交易所积极推动优秀
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在“湖南青
年创新创业板”集体挂牌发展，
目的就是全面深化共青团促进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帮助指导更多优秀创新创业青
年成功。

据了解，自2014年开始，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团省委
联合相关单位， 连续三年举办
湖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共
吸引了6000个项目、近10万人
参加， 累计资助了90个优质项
目，带动就业近5万人次，实现
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2016年
我省在第三届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现代农业和农村电商组
比赛中，以两金、两铜的优异成
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湖南有了“青创板”

启动仪式现场，湖南“青年

创新创业板”（下称“青创板”）
正式开板。湖南“青创板”是与
湖南股交所联合打造的优选
板，即报价展示板，是四板市场
的初级板块。

团省委和湖南股交所将
为青年创业者的创新创业企
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包括
为挂牌企业提供各类展示 、
宣传平台，扩大知名度；组织
培训、咨询、路演活动，提高
青年人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和投融资对接能力 ；提供股
权报价转让服务、设计股权
类 、债券类 、协同类等融资
产品等。青创板挂牌企业条
件成熟时， 将辅导其进行股
份制改造，登陆到股改板（E
板）、新三板等更高层次的资
本板块。

湖南“青创板”第一期挂牌
企业共30家； 第二批企业挂牌
将于下半年开展。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黄晓晖
实习生 林斐婧 杨雪梅

湖南有了“青创板”，首批挂牌30家
第四届“创青春”湖南青年双创大赛启动，分设长沙、株洲、郴州三个分赛场，9月决赛

获奖项目政策奖励支持：
本次大赛一、二、三等奖获得者
可获得相应的奖金及物质奖
励。 大赛组委会可推荐符合相
应条件的创业项目至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机构， 为创业项目提
供融资担保支持； 可推荐符合
省级中小企业创业园区入园条
件的项目至创业园区， 畅通创

业项目入园渠道； 可推荐具有
高科技含量的项目参加省内相
关高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申请；
可推荐符合相应条件优秀项目
优先享受众创空间优质办公资
源。 对于符合团省委、 省经信
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农委等单位相关要求的项
目，给予优先推荐支持。

报名方式：参赛人员可个人
申报，也可团队申报。以个人名义
申报的选手年龄不超过35周岁，
以团队名义申报的项目总人数
不超过5人。报名方式：登录“湖南
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网站或关
注“湖湘青创汇”微信公众号进行
报 名 。 联 系 电 话 ：0731—
88776866，联系人：黄晓晖。

以每条0.5元的
价格买入， 再以每
条0.8元的价格将学
生信息加价卖给教

育培训机构， 形成一条黑色利益
链。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庐
阳分局责任区刑警二队破获了这
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刑拘7
人。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学生信息
基本上涵盖了合肥所有中小学
校。（6月8日法制日报）

今年6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入罪的10种
情形， 其中包括贩卖个人信息50
条以上即可入罪。

老实说， 个人信息被贩卖已
经引起了公愤，在这种侵扰中，人
们完全成了透明人， 家庭人员信
息、个人财产信息、子女入学信息
都得不到保护， 基本没有隐私可
言。此次合肥案件，被贩卖的学生
信息基本上涵盖了该市所有中小
学校， 十几万人的信息足以定为
大案。实际上，这种贩卖学生信息
的犯罪行为在几年前曾经有过类
似案例，2013年，《南方都市报》曾
报道，为了揽到尖子生，深圳宝安
中学、新安中学、宝安第一外国语
学校等三所重点高中提前展开
“掐尖”战，因此纷纷从倒卖信息
者手中购买学生个人信息， 导致
公明中学初三年级500多名学生

的个人信息全部外露。
之所以倒卖信息屡禁不绝，

自然是因为有着一条隐晦的需求
链，如教育产业需要学生信息、房
地产业需要购房者的信息、 而诈
骗行业则更是不管来者何人，信
息多多益善。 倒卖信息的利润靠
的是“走量”，薄利多销，这让占据
信息收集工作优势的一些人有着
得天独厚的条件， 新闻调查就曾
披露，银行、通信、部分国家机关、
中介是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重灾
区。这些信息被倒卖后，基本上用
于电话诈骗、办卡套现、广告推销
甚至是恐吓要挟和跟踪偷拍。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
理实施细则》等同时实施，一定程
度上可对公民个人信息起到保护
作用， 但刑责显然不能真正消除
信息倒卖这一社会顽疾。 要想保
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还需要从源
头进行控制， 目前除了在机构和
中介等地提交信息之外， 各种网
站和APP也都要求用户注册身份
信息， 但运营者如果缺乏信息保
护的技术能力和监管手段， 也极
易造成个人信息外泄。

大数据时代， 信息保护是极
其重要的工作， 要想构建信息保
护体系就必须根除信息泄露这一
顽症， 不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
机， 让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步入良
性轨道。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大数据时代当根除“信息泄露”顽症

获奖项目有啥支持政策？ 如何报名？

以规矩成方圆
———我省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017年五一节前夕，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省委
九项规定精神， 驰而不息纠“四
风”、治陋习，树新风、扬正气，省
纪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17年五
一端午节期间纠正“四风”专项监
督检查的通知》。在五一节、端午
节等重要的传统节日为廉洁自律
打上“着重号”，反的是“四风”，树
的是新风， 既浸润着全面从严治
党的清朗风气， 也是我省全面从
严治党的一个缩影。 办好中国的
事情，关键在党。新年新起点，以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
引， 我省全面从严治党又开始了
新的征程。

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

敬终如始方能善作善成。纪
律风气的整肃、责任意识的强化、
执行能力的提升，绝非一日之功。
尤其是许多作风问题具有顽固
性、反复性和隐蔽性的特点，稍有
放松便会反弹， 或以一些变异形
式回潮。为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
我省将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
既要管出好作风， 对陋习顽疾持

续下药；对顶风违纪严惩不贷；对
“四风”问题新形式、新动向，要睁
大眼睛、露头就打，不做“老好人”，
不和稀泥，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又
要带出好作风，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耐心和定力，用好巡视“利
剑”，重要节庆一个一个地坚守，顽
症一个一个地解决， 建立健全作
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坚决防止“四
风”反弹。始终坚持群众公认、公平
公正、用人所长的选人用人原则，
严把政治关、作风关、能力关、廉洁
关，用强大的用人正气，促干事创
业风气的巩固和提升。

压实管治责任“中空板”

“有权就有责， 有责须担当”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只有将责
任层层叫响、级级压实，推动各级
党组织责任上肩， 才能防止出现
“中空层”和“夹生饭”。近年来，湖
南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
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和做
法。下一阶段，我省既要紧紧地牵
住“两个责任”的“牛鼻子”，抓牢
抓实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报
告、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做到真

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确
保“两个责任”落地生根。又要抓
牢“关键少数”不放松，确保“两个
责任”落小落细、到底到边。把“关
键作用”体现在以身示范上，做慎
独慎微的表率，拒腐防变，始终保
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体现在能干
事敢担当上，在“马上就办”中展
示执行的高效率，在“善作善成”
中交出执行的成绩单，在不断“钉
钉子”中彰显执行的坚韧性。动员
千遍不如问责一遍， 一个案例胜
过一打纲领。

筑牢挺纪在前的“防火墙”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党纪党规是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
底线，违纪的口子一旦打开，党员
干部就可能滑向蜕化变质的深
渊。因此，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 使其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和
不可逾越的底线。

一是“四种形态”动真格。“四
种形态”是挺纪在前的具体行动，
应当正确把握好常态、大多数、少
数和极少数的关系， 把住第一道
关口，防止小变大、一变多、违纪

变违法， 让纪律和规矩成为党员
干部成长的“安全带” 和“护身
符”。二是堵住廉政风险点。“治标
须治本”，发挥案件查办的治本功
能，找出廉政风险点，督促完善制
度。三是常念宣传教育“紧箍咒”。
克服“事前不管不问，事后兴师问
罪”的懒政怠政思维，加强党规党
纪经常性教育， 建立和完善党规
党纪宣传教育机制； 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 筑牢纪律规矩的“防火
墙”，使“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
为常态。四是坚持执纪“尺子”量
到底， 扎紧织牢纪律和规矩的笼
子，做到有纪可依、有纪必依，防
止出现“制度空白”。

架起重拳反腐“高压线”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
斩万竿。” 腐败是腐蚀党的肌体、
消磨党员意志的毒瘤。反对腐败，
必须具备猛药去疴、 刮骨疗毒的
决心和勇气，做到力度不减、节奏
不变、尺度不松，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反腐打重拳，一是
要“减存抑增”盯重点。盯紧土地
出让、工程建设、资金管理、资产

处置、资本运作、选人用人、行政
执法和司法等关键领域的腐败问
题，果断出手，重拳出击。二是要
严治身边“微腐败”。 三是要用好
执纪监督“探照灯”。改进执纪审
查方式， 落实执纪审查工作以上
级纪委领导为主， 强化执纪审查
过程的监管。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舒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