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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21日， 韶山市将
举办第七届环中国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湖南站韶山段比赛。记者
了解到，21日07:00—13:30，公
安交警部门将对枣园路全线、
迎宾路（老检察院路口至毛泽

东广场入口）、红旗路（毛泽东
广场入口至竹鸡塅）、省道S208
线如意路（竹鸡塅至天鹅路
口）、韶山大道全线实施交通管
制，敬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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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广东财经大学和广
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主办
的“彩票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广
州举行。论坛围绕“责任彩票·福
彩同行”主题，以产学研合作的模
式，汇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彩票
行业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分享、交
流、探讨彩票社会责任问题。中国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唐
启伟、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彩票工
作委员会会长王柏
泉，广东财经大学党
委书记黄晓波，广东
省民政厅副厅长骆
招群等领导出席了
论坛并致辞，港澳台
和海外专家学者、彩
票机构负责人、行业

资深人士、彩票服务商等共100多
位代表出席了论坛。

随着中国彩票销量和筹集的
公益金逐年递增，彩票的社会影响
日益显著，公众对彩票业的期许也
越来越高，更希望彩票能在社会责
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分享和
交流彩票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进
展和实践成果，促进产学研紧密合
作，积极构建以安全责任为基础、以

公益责任为核心、以预
防非理性购彩为重要
内容的彩票社会责任
体系，共同推动中国彩

票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经广东省
人民政府批准，广东财经大学和广
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主办
了本次“彩票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本次论坛采用了产学研合作
的模式，引起了行业内外的关注。
论坛邀请了法国、 澳大利亚的主
讲嘉宾， 围绕责任彩票的八大议
题做主题报告， 分享与探讨彩票
社会责任工作。论坛最后，还发起
彩票行业社会责任倡议书， 希望
通过倡议书的方式， 倡导科学而
可持续的彩票社会责任发展战略
和思路。 ■中彩

新常态下， 社区治理如何
发挥社会稳定的减震器作用？9
月17日， 我省首家社区治理服
务平台———湖南省三湘文明社
区促进中心（又称“湖湘社”）在
长沙市成立。湖湘社宣读了《长
沙宣言》，首倡社区治理文明的
法治、产权等“六大原则”。全国
各地前来参加会议的学者、业
主代表及各界人士纷纷签名，
作为该份宣言的共同签署人。

“湖湘社”快速获批

我省目前有30000多个小
区、3000多个业主委员会、5000
多家物业公司，而且业主与物业
间的矛盾突出。特别是前期开发
商物业漠视业主利益、侵占业主
权益的情况大量存在。

4月以来，湖湘社创始人吴
砾星等十余位长沙市热心人士
开始推进筹建一个以“提升社
区品质、优化社区治理、推进社
区自治” 为目标的社会服务机
构，经向省民政厅申请和沟通，
7月13日，省民政厅批准颁发登
记证书。

当时， 国内多家知名媒体
关注并报道了湖湘社的获准成
立， 认为其仅两个多月即快速
获批，成为当前为数不多、不需
挂靠单位而直接登记的一家社
会组织， 树立了社区组织发展
的里程碑， 同时充分体现了湖

南省切实贯彻中央有关政策、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创新开
拓， 充分展示了湖南人敢为人
先、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长沙宣言》倡导六大原则

与会者就社区治理与社区
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分别召开专
题讨论会，就“业主权利与社区
多元共建”等展开深入探讨。湖
湘社向全体与会者宣读了一份
旨在倡导社区治理文明“六大
原则”的《长沙宣言》，包括法治
原则、产权原则、良政原则、协
商原则、市场原则、自治原则。

随着业主群体依法行使权
利的集体行动的不断推进，业
主群体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城
市社区治理中的一个有机部
分。 业主群体的合法组织———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在部
分省市已然开始融入城市甚至
城镇治理机制的主流话语体系，
成为社区治理“多方共治”、社区
文明“多方共建”结构中的一员。

由于各种物业管理纠纷不
断， 城市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们
被迫开始觉悟到， 筹备业主大
会和业主委员会， 建立起基于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治理制
度、组织机构，成为行使业主权
利、 保障自身权益以及建设宜
居家园的终极方式，即为“业主
自治”。 ■记者 张军

建设银行一直秉承“以市场
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不断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持续
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以全面提高
公众金融素质和百姓生活品质为
己任， 致力于营造良好的金融生
态环境。 为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

育， 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和使
用正规金融服务的意识， 中国建
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湖
南建行”）持续开展“金融知识进万
家”宣传服务月活动，将从今天起
在本报开设金融知识宣传专栏。

据悉， 针对当前违法违规互
联网金融活动、“校园贷”纠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等频发问题，根
据人行和银监部门布置， 湖南建
行将今年的宣传重点确定为：宣
传正规金融服务渠道， 免受违法
违规金融活动侵害； 维护个人金
融信息安全， 免受非法诈骗活动

侵害；辨别正规银行场所、人员和
业务，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还
包括存贷款、支付结算、征信、假
币识别、黄金市场投资、国债、存
款保险制度、互联网金融、理财产
品、金融IC卡、移动支付等方面的
知识， 区别重视不同群体消费者
（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农民、城镇
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
老年人六类特殊群体）金融需求，
通过开展为期1个月的金融知识
公益宣传活动， 不断提升消费者
的金融素养及风险防范意识。

■吴辉云

我省成立首家社区治理服务平台

湖湘社《长沙宣言》首倡“六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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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长沙市开福
区第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在
汉回村举行， 本届开放日是以
宣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为主
要内容。“因为这次‘农普’对象
主要是农业经营单位和农户，
因此我们将活动放到了农村，

这样更有针对性。”开福区统计
局副局长谢桦介绍， 本次农普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首次将规模
农业经营户和普通农业经营户
区别普查，同时还将创新调查手
段，“对农作物播种面积将采取
遥感测量。” ■记者 丁鹏志

“统计开放日”助力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湖南建行扎实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

彩票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

环中国自行车赛韶山段开赛 这些路段要绕行

最近两天计划前往厦门的
市民请注意，12306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网发布消息： 受超强台
风“莫兰蒂”影响，厦门部分铁
路受损，9月18日、19日，途经湖
南至厦门的两趟列车将停运。
分别是：重庆北—厦门的K334
次、贵阳—厦门的K948次。

铁路部门提醒， 已购买上
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于
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 (含当
日) 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
票手续;在12306网站购买车票
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票，
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 均不
收取手续费。 ■记者 梁兴

受台风影响，两趟途经湖南至厦门列车停运

9月18日，大学生站出“勿忘国耻9·18”的字样。当天，湖南外贸职业学院为纪念
“九一八”事变85周年，3000名新生在广场举行升国旗、宣誓、主题班会等系列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以此增强学生们的爱国情怀，教育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