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央网信办、农业农
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印
发《关于公布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地区名单的通知》， 公布首批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湘西
自治州花垣县、 邵阳市大祥区、
永州市双牌县、湘潭市韶山市等
四地入选。如何推进湖南数字乡村
建设？省政协委员舒兴华有话说。

“湖南省狠抓数字乡村建
设， 积极培育扶持电商产业发
展，为全面推进我省数字乡村工
作奠定坚实基础。”舒兴华认为，
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社会资
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建设湖南
数字乡村公共服务平台，应打通
数据链、管理供应链、整合产业
链、延伸价值链、构建生态链，通
过公共服务平台统一的信息流
带动商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
流，激活农村各种要素，加快推
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此外，舒兴华还提到，要统
筹推进乡村新型基础设施、数字

经济、数字农业农村、农村科技
创新、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惠民
服务等建设和发展，形成工作合
力，实现重点突破，形成样板引
领，“支持一批数字化基础好、示
范带动作用强的生产经营组织；
培育一批叫得响、质量优、特色
显的地标品牌和公共品牌。”

在人才培育方面，舒兴华建
议，建立湖南新农民新技术创业
创新中心，利用多种渠道开展数
字乡村专题培训，加快培育造就
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
高素质新农人队伍，支持农民工
和返乡大学生运用网络和信息
技术开展创新创业。

据了解，2019年， 湖南省农
产品网络零售额188.91亿元，同
比增长39.73%； 其中，51个贫困
县83.64亿元， 同比增长76.83%。
湖南省6920个贫困村线上线下
结合销售农产品15.7亿元，培育
了11533个扶贫示范网店。

■记者 黄亚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给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机遇，而农村体育的发展也
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
巨大的推动力。 在今年省两会
上，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优冠
体育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钟高
明带来了“发展乡村体育助力乡
村振兴”的提案。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美丽
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
乡村文化体育的繁荣发展。”钟
高明表示，很多人认为农民下地
干活就是一种体育锻炼，其实不
然。“下地干活动作单一，仅仅是
一种体力劳动， 并不算锻炼，甚
至有可能积劳成疾，这就需要通
过适当的体育运动来弥补。”

为此，他建议，以体育现代
化创建为杠杆，不断完善乡村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大对乡村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快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速度，建设一
批符合乡村体育健身需求的设
施。规范化、科学化，推广普及全
民健身运动。“让广大村民足不
出村就能用上专业健身器材锻
炼身体，发挥体育在乡村振兴中
的独特作用，让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体育助
力乡村振兴。”

“体育活动可以成为乡村凝
聚民心、 转变风气的方式之一，
也可以改变村内部、邻里之间的
关系。”钟高明还建议，通过援建
体育场地、 购置体育训练器材、
优秀教练帮扶、更新教练理念和
方法，提高乡村体育的水平和厚
度。通过“体育+旅游+文化”融
合发展，打造一批“农”字号的体
育特色品牌赛事、 健身活动，从
而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乡村文化
建设的内涵。

“湖南优冠体育拟在2年内，
向全省老、少、边、穷地区捐建
100片悬浮拼装篮球运动场，为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振兴战
略助力添彩。”钟高明说。

■记者 丁鹏志

如何推进实施“三高四
新”战略？省政协委员、省政
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彭继球提
出3点建议：充分发挥市场主
体作用、 构建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生态系统、设立“湖南企
业家日”。

彭继球认为，科技创新
高地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企
业， 因此必须激发市场主
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充分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主动
性、创造性。为了解决科技

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不力、
不顺、不畅的问题，他建议
创建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自动化科技创新平台，提
供“创新数据新能源”和对
接渠道。

彭继球表示，设立“湖南
企业家日”，可以进一步营造
尊重企业家、善待投资者、服
务纳税人的浓浓的社会氛
围， 进一步释放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的信号， 进一步激发
企业家成为打造“三个高地”
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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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委员通道”：看看他们的“言值”
湖南两会首设“委员通道”，6位委员现场发言，热议抗疫和“三高四新”

1月24日上午9时，湖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会堂开幕。开幕
会正式开始之前，6名省政协委员走上今年首次组织开设的“委员通道”，围绕助推
“三高四新”战略、防疫抗疫两大热点话题接受记者采访。

最早打通批量物资
航班直飞长沙通道，组建
海外采购小分队，在长沙
黄花综合保税区设立捐
赠 抗 疫 物 资 专 用 仓 库
……省政协委员、澳门湖
南联谊总会理事长、澳门
君天集团董事长叶惊涛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
为一名湖南籍政协委员，
不管在哪里， 无论什么时
候， 他都一直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为家乡做实事。

大年初二， 叶惊涛就
通知海外员工、 发动亲朋
好友、合作单位及商会、湖
南同乡会和侨胞志愿者等
抓紧采购防疫物资， 只用
几天时间， 就在日本、缅
甸、印尼、德国、南非等国
组建了十多支海外采购
小分队。“疫情期间，在全
球 范 围 内 共 采 购 价 值
2600多万元紧缺物资，捐
到了湖南14个市州以及
湖北武汉等地。” 叶惊涛
说，当国内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 而海外疫情蔓延
时， 他们又在省政协的号
召下， 投入到援助海外抗
疫物资的工作中。

坚持“不减薪、 不裁
员”；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生产保供， 带领企业
逆势成长。省政协委员、大
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罗订坤讲述了他的“战
疫”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 其公司本可在不影响
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裁减约
70名员工， 节省500多万
元开支， 但罗订坤考虑到
在公司工作的很多都是当
地渔民， 失去工作后生活
将面临很大困难， 果断放
弃裁员， 全力保障物资供
应， 稳步恢复生产。2020
年， 该公司实现年产值30
亿元，同比增长10%，上下
游产业链配套带动近30万
人稳定就业。同时，罗订坤
带领团队摸索转战线上销
售， 新产品的线上业务也
成为了企业新增长点。

“核酸检测作为病原学
检查的金标准， 既是确诊手
段， 也是早期排查手段。”省
政协委员、 湘雅博爱康复医
院院长周江林认为，加强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就是湖南
精准防控和管理传染源的
“牛鼻子”。

周江林于2020年1月31
日通过政协云建议，对全省
有接触史、发热症状患者实
行全免费核酸检测；组织对

全省9000例疑似和医学观
察病例在72小时内完成检
测及确诊；确保就近就地采
样。其建议发出后，省卫健
委回复表示紧急新增12所
医疗机构开展检测工作；省
委省政府召开会议明确，把
核酸检测诊断前移，缩短检
测时间，扩大筛查范围，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少传染、少
恐慌，把握了全省疫情防控工
作的主动权。

面对记者提出的长株潭
如何发挥打造“三个高地”中
的主阵地作用， 省政协委员、
株洲市政协主席蔡溪表示，所
谓“高地”意味着本身的基础
条件要高于普通水准，而要把
这个“高地”垒得更高更大，意
味着首先要构筑一个更宽阔更
坚实的平台。

蔡溪表示， 要发挥好
“主阵地”作用，长株潭三地
应推进更高水平一体化，建
设类似广州、武汉这样的区

域中心城市，以增强对生产
要素的吸纳能力。 为此，应
加快完善长株潭高铁 、城
铁、高速公路 、快速城际道
路的立体化交通网络。采取
有效措施，形成更加健康的
产业体系， 真正实现协同、
配套、集聚发展 ，避免恶性
竞争。按照“科学利用，合理
利用”“开放式积极保护”的
原则，对“绿心”规划、功能、
利用进行立法和政策上的
调整、优化。

如何围绕推动湖南科技
创新发展，突破“卡脖子”技
术？省政协委员、省科技厅副
厅长朱皖表示：“科技、教育、
工信、农业等部门，要集中力
量组织实施突破‘卡脖子’关
键技术攻关行动，在推进核心
技术研发，产业链上下游对接
等方面合力给予政策支持。”

朱皖对破解农业“芯片”
的种子问题尤为关注。 这次

全会，她领衔科技界别委员，
提出了“做强农业‘芯片’，建
设农业强省” 的集体提案，
建议全力建设岳麓山种业
创新中心、夯实国家创新平
台创建基础，加强种业“卡
脖子”技术攻关 ，出台支持
种业创新政策措施等，以期
为湖南打好种业翻身仗、着
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种业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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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可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