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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胡亮

10月14日，湖南省召开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会议深刻总结我省教育实践
活动，对进一步落实从严治党要
求、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进行
了部署安排。

压缩“三公”经费，狠刹公款
送礼 ，减少餐桌浪费 ，整治会所
歪风……一年多来，省委一系列
动真碰硬的举措令广大党员醒
了脑、提了神、补了“钙”。不需要
记住太多统计数据，我们身边社
会风气的变化，就像一份沉甸甸
的成绩单，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
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湖南改革
发展的正能量。

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站
在从严治党的新起点上，一些问
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作风建
设的下一步要如何“不断引向深
入 ”？这种直面问题 、从严从实 ，
以上率下、上下互动的力量源自
哪里？

“求木之长者 ， 必固其根
本”。只有扎根在群众中，我们的
事业才是有源之水、 有土之木。
如果把教育实践活动的收尾视
为 “点到为止 ”，就只会陷入 “雨
过地皮湿 ”的窠臼 ，“四风 ”问题
就会反弹，这样只会降低党的公
信力，会削弱党员干部说话干事

的号召力 ， 这是更大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从严治党，“从严”绝不是一
般性要求，“治党”决不能简单化
对待 ， 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
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
位 。落实责任 ，就要一心一意谋
发展 ，聚精会神抓党建 ，形成真
管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的
新常态，就要进一步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 ，把爱党 、忧党 、兴党 、护
党落实到工作生活的各个环节。

从严治党， 优化政治生态，
不仅需要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
更加需要具体而微的基层设计。
目前，改作风取得的成果还是初
步的，不少还停留在“不敢违、不
敢腐 ”上 ，离 “不能 ”“不想 ”状态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于此，接
下来的作风建设，要着力从严查
处 、形成 “不敢 ”的惩戒机制 ，强
化监督 、形成 “不能 ”的防范机
制 ，加强教育 、形成 “不想 ”的自
律机制，以真抓实干实现为民务
实清廉的精神之变、气质之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告
一段落， 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停止。全省
党员干部要始终绷紧作风建设
这根弦 ， 以好的作风保障全省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 为湖南全
面实现小康增添源源不断的内
生动力。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记者 彭雅惠

10月15日，省政府口岸办、省政府
新闻办、长沙市政府、广铁（集团）公司
长沙货运中心联合举行了湘欧国际货
运班列市场推广会宣布：10月30日，我
省首条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
列———“湘欧快线”将正式开行。

第一问：会缺货吗

“湘欧快线”尚未出发，亚欧大陆
桥通道已显熙熙攘攘之势。截至今年
8月1日，国内各地开往欧洲的集装箱
班列共计239列， 其中 2014年开行
100列，“郑州-新疆-欧洲”、“重庆-
新疆-欧洲”、“成都-新疆-欧洲”、

“江苏-满洲里-欧洲”、“武汉-新疆-
欧洲” 已实现常态化运营；“西安-新
疆-欧洲”、“江苏-新疆-欧洲”、“义
乌-新疆-欧洲”、“广东-新疆-欧洲”
均在力争实现常态化；湖南近邻南昌
筹备动作频频，连云港作为海陆丝绸
之路交汇点也宣布要开行“连新欧”
班列。

这些直达欧洲的国际货运班列大

部分除了起点和终点不同， 中间主要
路段都是重合的， 且全部从新疆的阿
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出境。 货源竞争异
常激烈。

“重合度是挺高的，但是‘湘欧快
线’有独特的优势。”省政府口岸办主
任徐双荣说， 决定国际货运班列运行
成不成功就看货运量。 据省口岸办统
计，2013年我省通过铁路零散发往中
亚、俄罗斯和欧盟的货物达1627车厢，
“将这些现有货源按每列50车编发，就
能编成30多列， 可以保证每两周开行
一列，不缺货。”

“湘欧快线”的承运机构中国外运
湖南公司总经理陈红盛告诉记者，到
14日为止， 首发班列已经确定了35车
厢货物，90%以上为省内出口产品，“每
天都有货代公司联系。”在接受采访的
短短时间里， 陈红盛陆续接听了几个
电话，都是企业来咨询“湘欧快线”详
情的。

第二问：会后继乏力吗

2012年，“武汉-新疆-欧洲”铁路
就曾在“首秀”之后停运，究其原因，则

是在由一家大型电子加工企业“凑”足
首次发车货物后， 基础货量不足而后
继乏力。

“‘湘欧快线’肯定不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徐双荣说，我省的产业结构
与欧盟、俄东各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这是我省开行直达欧洲国际货运班列
的最大优势。

据了解，我省向欧洲、中亚地区出
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 轻工产品和电
子产品。“以首发班列筹集的货物为
例，主要有肠衣、茶叶、鞋服和电子产
品等。”陈红盛说，肠衣、茶叶有保存期
限， 鞋服和部分电子产品是供欧洲超
市的应季商品，“这些都是时间要求比
较急的货， 很有可能选择长期走铁
路。” 陈红盛认为，湖南出口产品的结
构有利于发展‘湘欧快线’。”

此外， 国内许多欧洲班列主要是
服务当地电子企业。此前“渝新欧”运
输的就是当地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没
有固定发车时间表， 电子产品满载就
开， 这就导致返程列车基本为空车返
回，浪费运力、增加运营成本。

而欧盟是湖南第一大进口来源
地，我省每年从欧洲进口大量的机械、

汽车底盘和化妆品等， 这些高附加值
商品更愿意选择铁路。“已经有不少进
口企业有意向搭乘‘湘欧快线’。” 陈
红盛说：“回程货非常充足。”

第三问：运价高吗

“已经确定装载10吨货物的40英
尺集装箱每箱4700美元。”陈红盛算
了一笔账：同样标箱的货物从长沙运
至欧洲，如果空运需要5至7天，费用
大约为40万元人民币， 而海运至少
要45天， 费用最低要3000至3500美
元，“湘欧快线” 成本是空运的1/14，
时间是海运的约1/3。“综合来看，铁
路运输可以比较大地降低出口成
本。”

事实上，“湘欧快线” 的货运价格
在全国欧洲班列中处于低位。据介绍，

“渝新欧”40英尺集装箱每箱9000美元
（含箱租赁等费用）、“郑新欧” 每箱
6000美元。徐双荣告诉记者，现在政府
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培育“湘欧快线”
拓展市场， 班列往返一次补贴75万元
人民币，“大概用三年来培育， 相信能
够形成稳定的市场。”

提升政协工作
科学化水平

省政协第二期新任委员培训班结业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天，为期两天

的省政协第二期新任委员培训班在长沙完成培训任
务，顺利结业。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结业仪式并
讲话。

去年3月，省政协举办了全省政协主席及新委员
第一期培训班，取得良好成效。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
加深新任委员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略的把握，
深化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识，提升履职能力，增
强做好政协工作的信心。培训期间，省委党校、湖南
行政学院校务委员、教育长、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吴传毅，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掌握十八大后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经略作了专题讲座。省政协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研究室主任吴志宪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精神，
并就加强政协履职能力建设进行了全面辅导。 省政
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王剑平就如何做好政协提案工作
做了专题辅导。 通过培训，50余名新任委员纷纷表
示，对履职的内容、方式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
人民政协事业前景广阔，更增强了工作信心。

欧阳斌强调，要继续加强学习，不断增强政协意
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工作作风，着力把学
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要始终心系群众，积极反映基
层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帮助解决社会关注、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增强履职实效，不断创新履
职新方法、新思路，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新经验，积
极推动理论、工作、制度创新，提升政协工作科学化
水平。

本 报 10月 15日 讯 （记 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吴义国）全国部
分省区市党史工作调研座谈会
今天在长沙召开。中央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吕世光， 中央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张树军，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
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 在全国党史工
作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下， 党史工作取得了较
大成绩。下一步，要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史工作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深化党史研究，充分发挥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切实谋事、干事、成事，坚持做
到站位要高，谋事要深，做事要
实， 重点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的研
究， 继续把党史资料征编工作
抓紧抓好。 各级党史部门要把
党史研究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
好， 科研人员要把科研作为立
身之本， 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
水平。

韩永文在致辞中说，湖南是
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人民

军队的诞生地之一、也是毛泽东
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党史人物
多，党史重大事件多，党史纪念
地多，在全国党史中的地位不可
或缺。省委、省政府历来对党史
工作高度重视，省委常委会每年
都要对全省党史工作进行专题
研究部署，全省各级党史工作部
门牢牢把握“存史、资政、育人”
的主题，不断提升党史工作科学
化水平，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以此次
调研座谈会在湖南召开为契机，
推动湖南党史工作再上水平、上
台阶。

会上，湖南作“以史铸魂”情
况介绍。近年来，湖南党史研究
室围绕以史铸魂， 建成和依托
“七大平台”， 即建馆、 办网、做
题、出刊、讲课、护遗址、开门办
史，铸造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骨干
队伍，在贴近中推进，在服从中
服务，在带头中牵头，在借力中
发力，取得了实在的成效，得到
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来自湖北、广东、海南等省
区党史研究室及香港、 澳门工
委党史工作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下午，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湖南党史陈
列馆。

经新疆口岸出境的中欧国际货运班列运行线规划有11条之多，截至目前，重庆、成都、
郑州、武汉、西安、苏州、广州甚至义乌等地已经开行，成败不一。10月30日，湘欧快线将正式
开行，面对激烈的竞争———

湘欧快线能否长久“跑”起来

本报10月15日讯（李治 唐璐）
“全网全球、共赢共享”2014湖南
（长沙）·深圳跨境电商专题招商
推介会今天在深圳隆重举行。会
上, 长沙成功签约美国特易购总
部项目、摩瓦酒业项目、上海固德
电商项目、 鹰皇金佰仕跨境支付
等重点战略合作项目。

美国特易购国际有限公司的
国际总部将立足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 新成立湖南中美特易购国际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以湖南为基
地， 将最新网络技术与国际贸易
有机结合， 建立一个打破国际贸
易壁垒“化繁从简”的新型网络平
台，集中开展中国地区、中美之间
的主要业务。 届时其跨境分销平
台业务也将入驻金霞开发区，并
辐射整个中部区域。

美国特易购国际有限公司

是一个集信息产业、 金融投资、
生态产业、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
等几大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跨
境电子商务企业。 特易购总部
项目是国内唯一的国际网购直
销平台（将欧美产品直销中国，
中国产品直销欧美市场）， 现已
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保
税仓， 已签约2000多家网上经
销商。

10月 15日 ，
长沙市天心区文
源社区工作人员
和中南林科大的
志愿者一起 ，来
到贫困家庭张桂
元家慰问 。 国家
首次将10月17日
确定为扶贫日 。
该社区通过各种
方式，为辖区内的
232名 贫 困 居 民
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李娜
摄影报道

根固方能叶茂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全国部分省区市党史工作调研座谈会

在长举行

美国特易购国际总部落户长沙
是国内唯一的国际网购直销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