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岁的熊丽艳和71岁的李元
生，都是敢于“吃螃蟹”的人。

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
村有539户1814人， 苗家阿妹熊丽
艳第一个上快手做直播。

8月12日4时多，熊丽艳就起床
化妆，头发简单挽一个髻，插一支银
簪，换上苗族衣裙。然后，拎上直播
三件宝手机、云台、自拍杆，出门去。

晨曦初露，天空透出澄净的蓝。
圆满客栈老板李元生洒扫庭

院，煮水泡茶。他腰板挺直，花白头发
剃成了寸头。 老伴胡满兰身体健朗，
一双巧手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李元生是老党员。 虽然只上过
小学，却敢想敢干。在村里，他第一
个装电话、第一个买电视机，还是第
一个科技示范户。现在，李元生又是
村里第一个开民宿的。

熊丽艳做直播
1小时卖光500公斤笋子

太阳慢慢升起来。
正在直播的熊丽艳脸上冒出了

汗珠，微黑的皮肤闪着光泽。
直播设在茅头园村网红景点星

空庄园。疫情防控期间，熊丽艳天天
在这里做直播。 粉丝问她：“这是你
家花园吗？”她笑道：“整个茅头园村
是我的大花园。”

熊丽艳的快手昵称就叫“苗家
阿妹”，有1万多粉丝。她拍果园里的
橘子，拍农妇捞田螺，拍清澈见底的
公溪河……她放开嗓子唱苗歌，跳
热烈奔放的民族舞。

直播持续了1个多小时。回到店
里， 熊丽艳麻利地将头天接下的订
单整理、打包。橘子还没上市，现在
销售的主要是干笋、乌骨鸡、鸡蛋、

剁辣椒等。
茅头园村家家户户种柑橘。往

年橘子丰收，价钱却卖不上去，果贱
伤农。 熊丽艳开微店帮乡亲们卖橘
子，省去中间环节，果农收入增加。
去年做快手直播，橘子卖得更火。实
打实地，村民口袋里多了2万多元。

熊丽艳和十几户贫困户签订合
同，包销土特产。去年，她在贫困户
家直播卖笋子，1小时卖光了500多
公斤笋子。

李元生开客栈，大家跟风而动

熊丽艳做直播，一是推介家乡，
二是帮乡亲们卖货。李元生开客栈，
则是为了让外来的客人留下来。

茅头园村离洪江区城区只有
10公里，交通便利。村支两委把乡村
旅游作为发展路径。几年前，怀化市
首个科技创意农业园星空庄园落户
村里，游客渐多。

李元生家两层小楼靠近村口，
毗邻222省道， 离星空庄园只有几
分钟路程。 区里旅游主管部门劝李
元生开个民宿。 李元生起初没放在
心上，后来跟着儿子出国旅游，在新
马泰转了一圈， 发现民宿原来很流
行，下定决心，拿出养老的40多万
元，装修出8间客房。去年农历正月
初四，圆满客栈开业。

“去年毛收入只有几万元。”万
事开头难，李元生并不气馁。只要村
里旅游做起来，不怕没客源。

还有一个好消息， 政府验收
合格， 将给予圆满客栈一笔奖补
资金。

去年国庆节， 圆满客栈客人爆
满。不少村民看在眼里，也动了心思。

住在黄土寨的向培甲， 房屋临
公溪河而居，视野开阔，风光独好。
今年他新建了3间房做民宿，是“河
景房”。他弟弟向培余也把自家房屋
装修一番， 目标客户是来星空庄园
游学的学生。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雷鸿涛
通讯员 林振林 匡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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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2日讯 近日，
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
委政法委等8部门联合出台
《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
我省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作
出部署。

《方案》强调，要深入学
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特别
是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
神，把民法典作为当前和“十
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
坚持集中宣传和常态化宣传
相结合， 广泛开展民法典普
法工作，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
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引导干
部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 为民法典全面贯彻实施
营造良好氛围。

《方案》 围绕新闻宣传、
网络宣传、社会宣传、重点群
体的宣传教育、 理论研究阐
释、 实践引导等提出了具体
要求。 要求大力开展新闻宣
传， 推出权威访谈、 专题专
栏，刊播系列评论言论、理论
文章，制作公益广告、短视频
等；积极开展网络宣传，精心

创作一批内容生动活泼、网
民喜闻乐见的动漫、 微视频
等民法典网络文化产品；广
泛开展“民法典知识进万村”
“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等社
会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 深入开展民法典专题
宣讲；做好党员领导干部、青
少年等重点群体的宣传教
育； 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
者，以民法典为核心内容，编
写符合基层群众、 青少年学
生接受习惯的系列通俗理论
读物；加强实践引导，建立完
善以案释法制度，把典型、热
点案件的依法处理变成对全
民开展的普法公开课，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
制， 把民法典宣传融入法治
湖南建设全过程。

《方案》要求，紧紧围绕
基层群众需要， 突出地方和
行业特点， 因地制宜地开展
民法典宣传活动， 杜绝形式
主义， 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
性实效性， 努力实现民法典
学习宣传“全覆盖”。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本报8月12日讯 今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20中国（湖南）国际绿色发展
博览会（简称湖南绿博会）将于9
月24日-26日在长沙的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本届博览会将启
用“线上展会”平台，让企业展
位、展品、商机365天在线。

省贸促会会长、组委会执行
主任贺坚介绍，本届湖南绿博会
以“绿色·循环·发展”为主题，旨
在让绿色责任精神、节约循环意
识、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生活
方式更加深入人心，打造一个国
际化的绿色发展交流、 展示、合
作平台。

据悉， 本届湖南绿博会展
览面积2.2万平方米 ， 共设置
“循环经济、 环保产业、 绿色制
造、新能源”四大主题展区，在首
届湖南绿博会基础上增加了“环
保产业专区、绿色制造专区”，涵
盖的绿色产业更多，给参展商和
买家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绿色产
业交流平台。

本届湖南绿博会组委会继
向首届绿博会已参展的绿色产
业企业再次发出参展邀请外，今
年还向世界500强企业在华机
构， 中国500强及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等龙头企业邀约参展，已
经获得了航天凯天、 比亚迪、远
大、三一、中联、北汽新能源等
100多家企业及示范园区的积极
回应，已意向签约60%左右。

与上届相比，本届博览会更
加增强国际元素、更加突出专业
特色、更加注重展示创新、更加
强化品牌推广。

本届湖南绿博会由省贸促
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
环境厅、长沙市政府、中国物资
再生协会共同主办。

■记者 和婷婷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当前国际
疫情持续蔓延， 世界经济严
重衰退， 我国外贸外资面临
复杂严峻形势。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进一步加强
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稳住外
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意见》提出15项稳外贸
稳外资政策措施， 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支
持。 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
作用， 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
被取消的风险。 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复制或扩大“信保+担
保”的融资模式。以多种方式
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
持。 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
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给予重
点外资企业金融支持，再贷款
再贴现专项额度同等适用外
资企业。降低外资研发中心享
受优惠政策门槛，鼓励外商来
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

二是发展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 新增一批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 力争将总量扩
大至30个左右， 支持跨境电
商平台、 跨境物流发展和海
外仓建设等， 加大对外贸综

合服务企业的信用培育力
度。 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
推进“线上一国一展”，支持中
小外贸企业开拓市场，帮助出
口企业对接更多海外买家。

三是提升通关和人员往
来便利化水平。 进一步推动
规范和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
成本， 在有条件的口岸推广
口岸收费“一站式阳光价
格”，加大技术贸易措施咨询
服务力度。 在严格落实好防
疫要求前提下， 继续与有关
国家商谈建立“快捷通道”，
为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分阶
段增加国际客运航班总量，
适度增加与我主要投资来源
地民航班次。

四是支持重点产业和重
点企业。 引导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 培育一批东部与中西
部、 东北地区共建的加工贸
易产业园区。 进一步加大对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的
支持力度。“一企一策” 帮助
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
题。 对重点外资项目一视同
仁加大用地等服务保障。推
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和
服务便利化， 鼓励外资更多
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意见》要求，各地区要
结合实际，完善配套措施，认
真组织实施， 推动各项政策
在本地区落地见效。 各部门
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协作、形
成合力， 确保各项政策落实
到位。 ■据新华社

省委宣传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方案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020湖南绿博会
9月24日长沙开幕
启用线上平台
让展品365天在线

国办印发意见
15项政策措施稳外贸稳外资

怀化洪江茅头园村：

两个敢“吃螃蟹”的人

▲8月12日上午，苗家阿妹熊丽艳
手机直播向粉丝推介当地土特产。

▲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
村， 现代农业科普示范基地星空庄园
的球形温室大棚分布江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