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在长三角招商
有了“根据地”

评
论

近日， 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
门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
就业的意见》，支持15种新业态新
模式健康发展。《意见》强调，大力
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 积极发展
互联网医疗， 鼓励发展便捷化线
上办公， 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水
平。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
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
样化的自主就业、 分时就业……
（7月16日人民网）

自疫情发生以来， 无论是商
品的购与销， 还是招工求职以及
其他生产生活领域， 均迈进了新

业态。例如端午期间，上海黄浦一
家老字号餐饮品牌根据线上线下
的订单需求生产粽子380多万只，
较去年产量翻番；在浙江湖州，当
地尝试用文旅直播带游客畅游古
镇，在湖南，湘西等地的农产品经
由网上直播带货之后销售大火
……这些都显示一种全新的经济
模式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疫情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
冲击，在这期间，一些企业黯淡离
场，一些仍在苦苦求存；一些人失
去了工作， 一些人尚在找寻机会
……但同时， 整个社会也在悄然
发生变化： 人们的健康意愿加强

了，安全距离遵守了，聚集扎堆减
少了，公筷公勺启用了。无接触式
服务亦应时而生， 成为人们的新
宠。相应地，不少产业和个人开始
“转战”网络，开疆拓土，并迅速占
领一席之地， 如最为惹眼的网络
直播经济， 一场场直播改变了人
们的固有认知， 刺激了广大民众
的消费欲望， 实实在在的效果也
证明了新业态的威猛之势。

不可否认， 因为新冠病毒在
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我们遭遇了
危机， 世界经济因此按了一下暂
停键， 甚至整个经济格局都或将
因此受到影响并作出重大改变。

但危与机从来都是共存的， 而在危
机中找到机会， 就会有更多的可能
性。 这次危机其实让很多传统产业
看清了自身的不足， 看到了在网络
时代必须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新业
态与新模式的势如破竹， 无疑会将
这些传统产业推入转型升级的风暴
中，让他们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完成“蜕
变”，这恰恰就是在危中找机。

从城市到农村，从企业到个人，
都会在新业态新模式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位置。 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通
过网络直播等“云”销售模式获得满
足； 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也随着网

络的全面覆盖得以盘活， 而这也是
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需要
看到，过往的人类历史证明，每一次
社会的深刻变化， 都是人们在困境
中迎来希望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
希望从来不是等来的， 而是我们努
力寻找突破口，积极适应新变化、把
握新机遇得到的。

电商网络、 在线服务等新业态
的喜人发展让人看到了中国经济已
强势回暖， 这也意味着如今我们又
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同时也
有新的希望正在萌发， 把握好新业
态新模式， 无疑会让我们获得新的
希望。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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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长沙
主持召开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他强
调，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把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做得
更加扎实有效， 为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贡献湖南力量。

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并讲
话，副省长隋忠诚、许显辉，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
作“1+4”实施方案起草情况的汇
报。 各成员单位先后就相关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
全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
工作的成效。他指出，要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狠抓落实、精准
施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决
抓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
任务落实。

许达哲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
位，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把
这项工作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大事来
抓， 确保责任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 确保中央明确的任务不打丝
毫折扣完成， 确保省里的部署落
到实处，统筹好生态保护、绿色发

展、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应和渔民
生计，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要加强部门联动，做到步调一致。
各级党委政府、 各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强化信息互通、协调联动，既
履行好各自职责，又密切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要做到精准识别，抓
好政策落实。 继续抓好精准建档
立卡、 分类施策， 为落实各项帮
扶、补贴政策奠定坚实基础，切实
保障退捕渔民基本生活和后续发
展。要坚持公开公正，强化各方监
督。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到
政策措施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和
群众监督，杜绝优亲厚友、套补骗
补等问题发生。要严格执法监管，
确保令行禁止。坚持严字当头，对
禁渔范围非法捕捞、非法交易、销
售禁用渔具等行为严格依法打
击、决不含糊。要坚持较真碰硬，
实现“四清”“四无”。强化组织领
导，加强暗访督查和绩效考核，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硬任务。

乌兰指出，要对标中央要求，
对退捕渔船和渔民进行精准识
别，摸清帮扶需求，为禁捕和渔民
安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要统筹
兼顾、系统治理，压实属地责任，
推动各部门合力做好渔民转产安
置、打击非法捕捞、市场清查、考
核检查等各方面工作。 要深入宣
传长江流域禁捕退捕的重大意
义，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为做好
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本报7月16日讯 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一些机构
要求员工在上岗前做好必
要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
复工复产复学提供保障。记
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湖南省核酸检测预约和
报告查询系统上线，“一键
式” 实现核酸检测预约、缴
费、查询检测结果。

核酸检测具体预约流
程为，进入“湖南省居民健
康卡”公众号，点击“健康
卡”，在“医学检验预约”中
即可选择地点和预约日期
时间。完成核酸检测后，根
据提示的预估时间即可查
询电子检测报告， 不用前
往检测机构拿纸质报告
单，安全、便捷又省事。

哪些人群需要做核酸
检测呢？ 省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对于新型
冠状病毒的检测实行“应
检尽检，愿检尽检”原则。
针对重点人群， 实施应检
尽检， 尽可能发现潜在的

感染者， 降低疾病传播的风
险，例如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发热患者、 新入院患者以及
陪护人员， 海外入境人员要
进行检测，针对医疗机构、养
老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以及
监所的工作人员、 口岸检疫
人员、 边防检查人员也要开
展检测。 对其他人群实施愿
检尽检， 所有自愿检测的人
群都可以检测，优先组织、有
序引导做好学校、 幼儿园的
工作人员， 来自疫情重点地
区的复学学生， 还有公共交
通工具以及客运场站的服务
人员， 复工复产单位的新到
岗或者返岗人员的检测，这
些主要是提升无症状感染者
发现的可能性。

曾在本省或外地做过核
酸检测，均可通过“湖南省居
民健康卡” 微信公众号中的
“报告记录” 功能进行查看。
该检测报告国内通用， 各省
之间互认， 具体请遵守当地
政策。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德建

把握“新业态”，就能化危为机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切实保障退捕渔民基本生活和后续发展

本报7月16日讯 今天，2020
“沪洽周”湖南（昆山）电子信息产业
推介会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 并在
昆山设立了湖南—长三角产业转移
综合服务中心。这意味着，湖南在长
三角招商有了“根据地”，将有力推
动湖南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此次推介会由省政府主办，省
商务厅、 省台办、 省工信厅联合承
办， 重点推荐湖南省综合保税区等
园区，并以“1+N”的形式（1场主题
推介，N场系列对接洽谈）聚焦电子
信息及相关产业项目对接。

产业转移综合服务中心由省
商务厅推动发起、 湖南金荣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 ，以
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为重
点，并集投资和人才引进、科技成
果转移、湘企出海等功能于一体，
将以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吸引更多
大企业、好项目落户湖南，促进湖
南招商引资髙质量发展。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黄颀杨

核酸检测预约、报告查询一键完成
省卫健委：针对重点人群，实施应检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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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衡阳祁东县
黄花菜进入采收旺季。 祁东
黄花菜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目前全县种植16.5万
亩，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
图为该县黄土铺镇一食品公
司内， 工人通过传送带运送
黄花菜准备加工。

新华社 图

致富“黄花”
分外香

增加就业是贫困家庭最有效
最直接的脱贫方式。记者7月16日
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3部
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
各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前后工作
关键期， 聚焦52个未摘帽贫困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全力
推动升学培训促就业、 政策岗位
促就业、专场招聘促就业、精准服
务促就业、对口支援促就业等5项
重点任务落地， 让有就业意愿的

贫困家庭毕业生尽早就业。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52个

未摘帽贫困县共有2020届高校
毕业生13.3万人， 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毕业生4.5万人。

为促进52个未摘帽贫困县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通知
要求，实施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专项招收本
地高职（专科）2020届贫困家庭毕
业生，单独组织录取；推动第二学士
学位优先招录等。 ■据新华社

五大举措助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