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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开始申报
今年新增“文化创意类”和“金融类”人才支持 入选者将获资金、创新创业等多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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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本报4月3日讯 近日，株洲
公安消防支队株洲县大队联合
株洲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校开
展消防主题绘画活动， 通过绘制
消防手抄报的形式让广大师生能
够深入扎实地学习消防知识。

活动开展以来，学生们踊跃
参加，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翻
阅消防知识材料、 上网查阅，充

分发挥想象力，图文并茂地介绍
了日常消防安全小知识、火灾隐
患的危害、如何预防家庭火灾和
如何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
一幅幅充满童真童趣的手抄报，
以独特的视角将一条条消防安
全知识和防火技能用画笔演绎
出来，让人耳目一新，非常吸引
眼球。 ■通讯员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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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日讯 因不满
设备质量，公司法人频频在
朋友圈晒图，呼吁同行别买
贸易合作伙伴的设备。近
日，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微信朋友圈侵犯公司
名誉权案件，依法判决该公
司法人删除相关微信图文，
并在行业主流门户网站上
刊登赔礼道歉声明。

这起纠纷还得从2013
年11月说起。当时，上海一
家石材加工企业（简称上海
公司） 购置了宁乡一工厂
（简称宁乡工厂） 制造的石
材加工机械设备，支付了首
期货款。然而，就在货款还
未结清之际，上海公司的老
总却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发
难，先后三次晒出购买设备
的图片， 并附文200万的机

器设备“一台晒衣服，另一
台当垃圾”， 还呼吁石材企
业别被坑了。

宁乡工厂要求对方删
除。协商未果后，宁乡工厂
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
民、法人享有名誉权。买卖
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本应通
过合法途径解决，上海公司
法人却在朋友圈发布图文信
息，采用“垃圾”“坑爹”等明
显具有贬低含义的文字对宁
乡工厂的产品质量进行描
述， 其中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未经有关权威部门认定，足
以给宁乡工厂的商誉造成名
誉受损。因此，宁乡法院依
法做出了文章开头的判决。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黄俊峰 周纳

本报4月3日讯 离婚后拒不支
付两个小孩的抚养费， 却在朋友圈
频频晒美食、晒旅行，近日，桂阳法
院执行法官通过浏览被执行人廖某
霞的微信朋友圈，成功将其抓获。

廖某霞与李某平于2011年11
月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并生育了两
个小孩。 后因家庭困难经常发生争
执， 廖某霞离家出走后与他人同居
并生下一子。 廖某霞与李某平所生
小孩一直由李某平独自抚养。

2016年11月1日， 廖某霞向法
院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婚生小孩由
李某平抚养， 廖某霞自判决生效后
每月支付小孩抚养费600元至小孩
成年，并向李某平支付生活补偿费、
精神损失费共计2.5万元。

判决生效后， 廖某霞一直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8
年2月1日， 李某平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多次打
电话给廖某霞，耐心做其思想工作。
廖某霞却一直以没钱为借口拒绝履
行义务。 为了找到一直躲避执行的
廖某霞， 执行法官试着通过手机号
码查找到廖某霞的微信号， 并加为
好友，默默关注其朋友圈。

3月13日，执行法官发现廖某霞
在朋友圈晒出其办理的港澳通行证
信息， 遂以顾客购买其产品为由与
其攀谈， 得知廖某霞将于4月1日乘
坐高铁去香港、澳门旅游，便在高铁
站来了个“守株待兔”，成功将其抓
获。 但廖某霞依然我行我素不愿履
行义务，为维护法律权威，该院依法
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王球 乔坤

本报4月3日讯 如果你是
湖南扎根创新创业第一线的优
秀青年，那就赶紧来报名“湖湘
青年英才”支持计划吧。记者今
日获悉，为加快我省优秀青年人
才培养，提升我省青年创新创业
人才竞争力，省委组织部、团省
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开展
2018年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
支持计划工作。

根据相关办法，我省将对所
有“湖湘青年英才”的入选者提
供资金支持、创新支持、创业服
务等多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资金方面，对支持人选给予
一次性资助10万元/人， 用于创
新创业项目；创新上，采取举办
沙龙、研修培训等形式进行学术
交流，适时为支持人选提供参加
学术活动， 到国内外一流大学、

科研机构、知名企业访问交流或
进修深造的机会。为重点培养对
象开展创新创业、 项目申报、团
队建设等专题培训与研讨活动，
并联系两院院士、知名专家等担
任导师， 通过参与项目研究、课
题指导等形式，提升支持人选的
创新创业能力； 创业服务上，则
采取创业孵化、融资支持、个性
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提醒各位申报者，人文社科
创新类、创业类、文化创意类、金
融类采取个人自荐和单位推荐相
结合的方式申报， 各市州团委及
省直相关部门推荐申报人选。其
中， 市州团委须将推荐人选呈市
州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
报省评审办； 而科技创新类则通
过“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
共服务平台” 申报且实行常年网
上申报。申报时间：4月10日前。

究竟哪些人才可以入选“湖
湘青年英才”？ 团省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今年计划在全省支持
科技创新类、人文社科创新类、
创业类、文化创意类、金融类5
类35周岁以下创新创业青年人
才，基本要求为：年龄在35周岁
以下 (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拥
有中国国籍，有良好的科学道德
等，在湖南省内创新、创业的优
秀青年。

其中，科技创新类支持人选
应当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海外回国人员的
职称以及来自企业人员的学历
和职称可适当放宽)， 并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为国家或省部级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核心研发成员、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骨
干成员、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或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骨
干成员、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
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
文、其创造性成果解决了重大技
术难题，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

人文社科创新类支持人选
要求拥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
职称， 主持或承担过省部级以上
重点科研项目， 且创新成果取得
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

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高水平创
新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创业类支持人选需自主创
办企业，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
务，并拥有企业30%以上(含30%)
股份；或自主领办企业，担任董
事长或总经理职务3年以上(含3
年)， 并拥有企业30%以上 (含
30%)股份，为企业的创新发展作
出较大贡献。此外，要求企业创
办2年以上(含2年)或领办3年以
上(含3年)，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
和成长性，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创意和
金融为今年新增类别。 其中，文
化创意类支持人选要求拥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参与或主持过重
大文化工程项目或优秀文化、艺
术作品的创作，对于建设文化强
省特别是在传承和弘扬湖湘文
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
显著贡献，专业素质过硬，行业
影响良好，获得省部级以上或由
行业协会等机构评选的具有权
威性、 行业性和公信力的奖项。
金融类支持人选需拥有硕士及
以上学位， 有3年以上金融机构
或金融监管机构工作经历，创新
能力强，业绩突出，具备较强的
发展潜力。

■记者 黄京

这些人才可以入选“湖湘青年英才”

株洲千名学生DIY画消防

“垃圾”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
未经权威认定，朋友圈晒图贬人商誉被判担责

本报4月3日讯 “您好，
最近有在关注股票吗？”不少
市民反映，经常有“美女”主动
加微信好友，声称有“炒股名
师”带你炒股赚钱。宁乡男子
小伍就因此被人骗走15万元。

去年10月份的一天，小
伍的微信上收到了一名“美
女”添加好友的请求，“美女”
自称是某专业炒股公司的员
工。加为好友后，“美女”每天
都向小伍推荐股票信息。赚
了一点钱后， 对方开始邀请
他“炒期货”。

今年3月下旬， 小伍向对
方交易账户分几次打了15万

余元，结果仅仅几天，对方就
告诉他钱全部亏空了，后来电
话也联系不上了。

办案民警分析， 在此类
骗局中，受害人一旦上钩，犯
罪嫌疑人就会让受害人在他
们指定的交易平台进行交
易。 这些交易平台在网上都
可购买到， 里面的K线图的
数值后台都可以进行控制，
也就是说骗子能让数值想涨
就涨、想跌就跌。一旦钱打进
去，几天之后就全部亏空，而
这些所谓的“名师”、客服也
就此消失了。
■记者杨洁规 通讯员冯胜

误信“炒股名师”被骗15万

朋友圈晒旅行暴露行踪
法官守株待兔擒“老赖”

近日，随着气温的回升，涟源市古塘乡群山村梨花竞相开放，果农们抢抓时机为梨树进行疏花剪枝和人工
授粉。古塘乡因地制宜发展梨果经济，积极探索“春赏花，秋采果”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其打造成老百姓脱
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近2000万元的收入。 吴世梁 毛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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