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北京米未传媒有限公司诉霍佳、瞿晓云（霍佳和

瞿晓云系“长沙佳婷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原“湖南米未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员）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

争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4 月作出

（2018）京 0105 民初 18934 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法院

认定，湖南米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被诉行为侵害了北京

米未传媒有限公司第 35 类和第 41 类“米未”注册商标专用

权，并构成混淆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消除相关影响，本人特此声明：

霍佳系湖南米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长沙佳

婷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成员之一，湖南米未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注销。湖南米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

北京米未传媒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湖南米未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米未”字样，造成公众将湖南

米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米未传媒有限公司混淆和

误认，如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湖南米未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北京米未传媒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为，请务

必注意，切勿相信。

声明人：霍佳（43060219911222****）

2022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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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0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向晓玲 杨李蓉）“这一大片

地是沙质土壤，适合种萝卜，我们计划种植

萝卜 15 亩，2 个月后就能收获；销路已经联系

好了，预计可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几万元。”

10 月 23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

市镇鱼坪村山地，村民挥锄挖坑、播种培土，

该村“名誉村主任”邓好生给大家加油鼓劲。

鱼坪村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发展基础薄

弱。邓好生自今年入村以来，联合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干部对该村进行全面走访调

研，帮助鱼坪村厘清发展思路、规划适宜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县里给

我们村派来的‘名誉村主任’有经验、敢干敢

闯，我们发展产业的信心更足了。”鱼坪村支

部书记谭必文说。

泸溪县扎实推进乡村育才聚才行动，大

力实施百名乡贤建家乡、百名科技人才兴产

业、百名农村“五员”抓治理、百名“网红”人

才助振兴工程，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今年，

该县创新推出“名誉村主任”制度，采取个人

申请、单位推荐、组织考察的方式，从县直机

关事业单位正常改任非领导职务的在职干

部中，试点选派 8 名政治上靠得住、农村工作

有经验、产业指导有技术、有事业责任心的

优秀干部，到村担任“名誉村主任”，助力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

为确保“名誉村主任”安心履职、担当作

为，该县建立相关工作制度，落实入村生活

和交通补助费，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和关怀帮

扶，实现“选派一人、引领一村、带富一方”。

这 8 名“名誉村主任”到村后，迅速转变角色，

融入村级班子及群众中，通过开会座谈、走

访调研、走出去考察、引进来培训等方式，积

极做好产业发展短中长期规划，选育产业能

人和后备人才，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深入剖析“验血”、争取支持“输血”、产业带

动“造血”。

据泸溪县委组织部介绍，该县选派了“名

誉村主任”的 8个村，今年以来先后发展烟稻轮

作稻花鱼、绿色蔬菜、油菜、油茶、草莓、葡萄等

特色产业 2000 余亩，年内村级集体经济 30 万

元以上可达 2个、20万元以上 1个，其余村均能

达到10万元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湖南日报 10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陈健林）参观非遗文化展，

购买女书作品，读书阅报……10 月 23 日，不

少游客和村民走进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

瑶村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乡党委书记杨林介

绍，当地在巩固游客服务中心原有功能基础

上，增设阅览、娱乐、休闲、购物等精细化服

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匹配程度，国

庆假期接待 3.28 万人次。

2019 年以来，江永县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投入稳步增长，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各乡镇整合公共文化

资源，在村祠堂、村史馆、旅游景点等人流集

聚区域，打造文旅服务中心。上甘棠村史博物

馆、上江圩镇女书博物馆、千家峒瑶族博物

馆、勾蓝瑶寨文化旅游微展馆等乡村文化和

旅游服务综合体投入使用，满足广大群众的

多元化需求。同时，注重挖掘本地瑶族文化、

女书文化，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城区，开展女书文化旅游

周、盘王祭祀典礼、民俗文化游园、中国户外

健身休闲大会等文体品牌活动；在乡村，举办

洗泥节、跳庙节、斗牛节、赶鸟节等民族节庆

活动，让服务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江 永 通 过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从 大 学 生 村

干、退休乡贤、退伍军人、志愿者等群体中，

择优聘请 112 名村级文旅管理员。指导各村

文旅服务中心扶持培育农村文艺队伍 2 支以

上，建立 1 支文旅志愿服务小分队，在做好旅

游咨询服务的基础上，提供艺术展览、乐器

体验、流动演出、体育健身等文体服务项目。

今年前9个月，该县接待游客445.66万人次，

收入36.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2%、13.28%；

文化场馆服务87.91万人次，同比增长86%。

临澧4条黑臭水体
变“生态绿廊”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龚文君 刘汉梅）“以前的臭水塘变成风景湖，村民多

了一处散步休闲的好地方。”近日，在临澧县烽火乡沔

泗村，几位村民正在一处风景湖畔散步。村干部刘爱

军介绍，风景湖名叫薛家堰，因常年生活排污，水体发

黑发臭。今年初，临澧县全面治理黑臭水体，薛家堰的

黑臭水体、淤泥被清理后，变成风景如画的“生态绿

廊”。

今年来，临澧县以“利剑”行动为契机，全面开展

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治理，8 条黑臭水体进入国家监管

清单，30 条黑臭水体进入常德市级治理规划。“通过实

施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污水处理提质改造、打造生态

沟渠、兴建生态堰塘，对河岸实施植被护坡，在河道兴

建生态浮岛等工程建设，全力推进水环境治理。”常德

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主要负责人陈远林介绍，目

前，薛家堰等 6 条国家监管的黑臭水体、25 条纳入常

德市级治理规划的黑臭水体完成治理。其中，4 条黑臭

水体变成水清岸绿的“生态绿廊”。

“全面建立联动机制，积极探索黑臭水体有效治

理模式和长效机制。”陈远林介绍，临澧县将聚焦重点

区域整治、加快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定期开展农村环

境整治成效评估，指导各地巩固效果，实现“整治一

片、显效一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谭孝和 王灵玉

“ 拾 稻 穗 的 小 姑 娘 ，赤 脚 走 在 田 埂

上…… ”10 月 23 日，正值晚稻收割时期，

安仁县城关中心小学将劳动课堂搬到稻

田里，组织六年级学生到稻田公园拾稻

穗，体验劳动的欢乐和丰收的喜悦，现场

一片欢声笑语。

作 为 全 国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实 验 单

位，安仁县不断开辟劳动教育新课堂。近

日，安仁县在各学校开展中小学劳动周

活动，全县上万名中小学生走出教室，走

进田间，体验农耕的苦乐。

“为让学生感悟‘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深

刻含义，我们组织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

和身体力行的劳动体验，让学生动手实

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

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县教育局副局

长卢德贤介绍。

各学校纷纷在校内校外开辟劳动基

地，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会创造、体验成长。

在安仁县灵官中学的蔬菜种植基地，萝

卜、菠菜、卷心菜等作物长势喜人。黄昏时

分，学生们三五成群，或提着水桶浇水，或

拿着锄头锄地，指导老师与学生一起扎进

了田间地头开展劳动。“我们食堂吃的蔬

菜，都是自己动手种的，特别环保，也特别

有滋味！”该校八年级学生李璨自豪地说。

油烧热，将洗干净的整根辣椒放入，

不断翻炒至辣椒呈焦白色，再取出放入椒

钵，使劲抖烂，放入食盐、豆油，皮蛋，香葱

搅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抖辣椒新鲜出

炉，闻一下就垂涎三尺。“平时我就爱吃抖

辣椒，今天自己做起来才知道并不容易，

不过吃起来格外香！”安仁县牌楼中心小

学六年级学生李明达开心地说。

做有民俗味的劳动教育，是安仁县因

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的另一种探索。抖辣

椒是安仁县的特色美食，2008年被认定为

安仁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制作美食的椒

钵尤为讲究。安仁县将劳动教育实践课开

到作坊，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体验用泥

土制作椒钵的全过程，拿着做好的椒钵在

家里学做菜，积淀责任、合作、坚持的品

质，感受劳动的快乐。传统手艺米塑、竹器

制作等也被纳入劳动实践课程，让学生们

在劳动中传承当地民风民俗。

湘江新区梅溪湖
今年新建4处人行过街通道

湖南日报 10月 24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晗）桥下

车辆川流不息，桥上行人安然通行。近日，位于湖南湘

江新区梅溪湖片区的岳麓区实验小学立体人行过街

通道开放通行，困扰周边居民特别是岳麓区实验小

学、长郡梅溪湖中学学生的过街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近年来，随着片区发展、车辆增多，人车混行、交

通拥堵已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启动梅溪湖一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由湘江集团

梅溪湖公司负责建设，在原有跨映日路天桥基础上，

重新设计建设一座横跨踏雪路和映日路的弧形天桥。

集团把该项目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强力

推进，从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到竣工验收、开放通行，

仅用时 70 余天。记者看到，该项目主桥采用弧形钢箱

梁结构，桥梁总长度约 71.678 米，净空高度 5 米，共设

有 4 条上下梯道，极大方便了周边居民、学生出行。

据介绍，今年梅溪湖一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将新

建 4 处立体人行过街通道，并在区域 14 所学校增设护

学过街设施，保障居民、学生过街安全。此外，还将对

重点路段实施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夜景亮化及公共

服务配套等综合品质提升。湘江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后续将科学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集中攻坚重要节

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程任务。

娄底“材料谷”
招商引资紧锣密鼓
今年已引进项目 68 个，引资

逾 291亿元
湖南日报 10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李中声)今天，天气晴好，娄底经开区到处是火热的建设场

面。近日新签约引进的投资 80 亿元的光电显示材料项目、投

资 20 亿元年产 100 万吨锌镁铝项目等，正紧锣密鼓推进。今

年以来，该区已引进项目 68 个，合同引资总额 291.5 亿元。

面对新冠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娄底

经开区多措并举转变工作方式，招商引资马不停蹄。前期通过

电话、微信沟通，充分利用“腾讯会议”“云视讯”等平台开展“云

招商”，促进网上签约；科学组织，“错峰”出行，有针对性地前往

珠三角、江浙、青岛、重庆等地上门招商，高效推进项目洽谈。

围绕娄底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谷”的发展定位，该园区

建立“材料谷”招商引资项目库，组建新兴优势产业链招商

小分队，紧盯钢铁新材、工程机械的“链主”企业，“密接”其

上下游，快速推进涟钢电磁材料、三一铸锻件、浙湘新材二

期、三泰刀具复合材料等一批项目签约落地；梳理上下游客

户清单，形成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对重点目标企业进行动

态化跟踪管理，专班推进，挂图作战，力促项目落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袁君辉 王琼

“江豚，江豚……”

10 月 22 日，岳阳市君山区华龙码头

江豚湾，随着巡护员周辉军一阵“嘘嘘”

的口哨声，江面上不时跃起江豚黑乎乎

的身影，一旁游客惊呼起来。

“江豚又回来了，就像亲人久别重逢

呢。”周辉军喜不自禁，他介绍，今年干

旱，前段时间江豚很少出现；如今水位回

升，江豚变得活跃。“江豚湾”属长江的一

个回水湾，水质清澈，鱼虾丰富，是江豚

觅食、嬉戏的绝佳场所。每年春天，江水

回暖，常常能看到“江豚拜风”场景，最多

时一天能看到 20 多头。

周辉军是东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林阁

佬监测站的巡护员，除了日常值守、卫生

保洁外，他总爱到周边巡护。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鸟一兽，都是他的“心头肉”。江

豚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特别聪明。周辉

军每次巡护喜欢吹口哨，久而久之，形成

了奇特的场景：每听到周辉军吹起口哨，

成年江豚就会跃出水面，小江豚有时冒出

水面张望。

周辉军介绍，“江豚湾”以前名叫华龙

码头，是个小渡口，他父母常在芦苇田里工

作，渡口自然成为周辉军和小伙伴的游乐

场。那时江里江豚多，喜欢追逐船尾的浪

花。小伙伴们也跟着江豚跑，总想弄清江豚

的家在哪，累了就躺在草地上听鸟儿歌唱，

渴了就趴在江边喝水，那时的江水很甜。

长大后，周辉军去外地务工，华龙码

头 也 渐 渐 变 了 样 。鸟 儿 飞 走 了 ，动 物 跑

了，江水不能喝了，江豚也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高高的砂石山、庞大的混凝土

工厂。噪音、扬尘、污染改变了一切。

2017 年，岳阳全面实施长江岸线专

项整治和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取

缔华龙非法砂石码头，复绿。一切又回到

10 多年前的样子，江豚又回来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2018 年 4 月 25 日，

习近平同志亲临华龙湿地考察，提出“守

护好一江碧水”殷殷嘱托。4 年来，岳阳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和长江“十年禁渔”持

久战，着力打造“最美长江岸线”。

目前，君山区正将“江豚湾”申创国家

级 4A 景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为长江大保护指

明了方向。”周辉军备受鼓舞。在他的带动

下，君山芦苇总场组成一支环保小分队，

为“守护好一江碧水”贡献“民间力量”，

“江豚湾”正成为一张湖南生态新名片。

选派一人 引领一村 带富一方

前9个月文化场馆服务87.9万人次，同比增长86%

错峰收购 应收尽收 高于市价

耒阳农民舒心卖粮
湖南日报 10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杨明涛）连日来，耒阳市粮食收储企业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

购中晚稻。在耒阳市国家粮食储备库，记者看到，运粮车在做

完防疫登记并检测称重后，通过运输带将粮食传送至仓库。

储备库 4条运输带马力全开，全力收粮。前来售粮的种粮大户

兼粮食经纪人雷威告诉记者：“这两天送粮来的特别多，但秩

序非常好。粮站还设置专门休息室，为我们免费提供水、毛巾

和盒饭。目前我总共送粮 700多吨，卖得非常舒心！”

耒阳市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梁元成介绍，耒阳市商粮

局要求各粮站收粮有政策宣传、有质量标准、有服务措施、

有样品台、有休息室，提供周到热情服务。耒阳市中晚稻收

购于 10 月 10 日开秤，储库点采取预约预检错峰收购，认真

执行收购政策，对粮农交售的粮食应收尽收。

耒阳市高度重视中晚稻收购工作，多次进行收购前期

准备工作督查，提前发放中晚稻临储粮收购贷款，让各粮站

“钱等粮”。耒阳市商粮局副局长梁秋生介绍，耒阳市政府委

托国有粮站按照每百斤高于市场价格 2 元的方式收购，凸显

优粮优价的政策导向，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拾稻穗，种蔬菜，做美食……

安仁开辟劳动教育新课堂

岳阳“环保达人”周辉军一吹口哨，江豚就会跃出水面——

人豚情未了

爱心袜情暖留守娃
10月 24日，保靖县清水坪学校，志愿者在给留守儿童发放爱心袜子。当天，上海两新浦锦湘秀助学团队的志愿者，来到该县清水

坪学校、野竹坪小学、龙溪小学等学校，为孩子们送去袜子，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俞采华 范彭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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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名誉村主任”大显身手

精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江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