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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敦义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20日致电吴敦义， 祝贺其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希望两党以两岸

同胞福祉为念， 坚持“九二共识”， 坚
定反对“台独”， 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正确方向， 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之。
同日， 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

敦义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期

盼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推动两岸
和平制度化，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永
续发展，合作走向康庄大道。

习近平电贺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 � � � 据新华社“向阳红09”船5月21日电 中国大洋38航次第
三航段现场总指挥邬长斌表示，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
“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预计22日凌晨抵达马里亚纳海沟作
业区，“蛟龙” 号计划于23日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
“挑战者深渊”进行本航段第一潜。

“蛟龙”号
明日在世界最深处下潜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20日，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
主席。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1日应询表示，希望中国国民党在新
任党主席领导下，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希望国
共两党在共同政治基础上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方向。

安峰山表示，多年来，国共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不断增进互信，为开辟和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中国国民
党在新任党主席领导下，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
独”。希望双方保持沟通，加强交流对话，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正确方向，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亲情，共同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国台办：

坚持“九二共识”
坚定反对“台独”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龙艳）“这个古朴典雅的展览让
人油然而生文化自豪感！” 今天上午，由
省社科联举办的“照亮中华文明的先
哲———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中

的中华思想大家主题展”在长沙地铁2号
线芙蓉广场站厅启动， 赢得了过往市民
的关注与点赞。

本次主题展通过设计制作富有传统
文化特色、图文并茂的地铁灯箱、墙贴，

在地铁2号线芙蓉广场站厅集中展示了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提到的孔子、
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25位中华思想
大家的形象及其创见， 旨在引领观众穿

越群星熠熠的中华民族思想史， 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展览内容
同时在地铁2号线LED屏全线滚动播出。

启动式上，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及中
南大学经典诗词吟诵基地志愿者进行了
毛泽东诗词及湖湘名篇诵读、古乐表演、
传统礼仪演示。

据悉，“照亮中华文明的先哲” 专题
展览之后还将走进全省各地机关、学校、
农村、社区、企业、军营。

小小航模
承载航空大梦想
湖南省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型赛举行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通讯员 王婧妮 记者 左丹）5月
20日，湖南省中小学生“长沙航院杯”航空航天模型阳光体
育竞赛在长沙航院开幕， 全省9个市州121个参赛学校、单
位，近1400名选手参赛，中小学生航空特技风采尽展。同时
吸引了大批航模爱好者前来观赛。

此次竞赛由湖南省学生体育协会、湖南海陆空模型运动
协会共同举办，长沙航院承办。竞赛设中学组（男子、女子）和
小学组（男子、女子），按个人和团体设立奖项。航空模型（主
项）类设“美嘉欣”遥控四轴飞行器竞时赛等6个室内、室外
比赛项目，航天模型（主项）类设“神鹰”火箭助推滑翔机竞时
赛等多个室外项目，而“悬浮”纸飞机靶标竞时赛和“飞翼”滑
翔机冲浪竞速赛（兼项）等主要是室内比赛。

本次竞赛活动是我省一年一届对接“飞向北京-飞向太
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的重要活动，也是长
沙航院第四次承办该赛项。据悉，从2014年起，湖南省中小
学生航空航天模型竞赛落户长沙航院以来，该院每年义务接
待近万名中小学生来校参观，组织航空模型表演队先后到9
个市州31所中小学校开展航模飞行巡回表演。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余蓉）
在许多小区， 棋牌室是许多居民茶余
饭后消遣的地方。不过，长沙县松雅湖
金岸小区新添一处让居民免费交流文
化的好地方。今日上午，楚逸国学讲堂
正式在该小区开讲， 并邀来长沙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 中南大学兼职硕士生
导师李学全教授担任首堂授课嘉宾。

结合传统文化和自己的育儿经历，李
学全教授向居民分享了自己的“独家
秘笈”。

听说有大学教授来小区给大家上
课， 居民黄先生早早就带了纸和笔前
来听课。他告诉记者，平时忙于工作，
对孩子的教育几乎是缺位的， 他的孩
子虽然才6岁就已经出现了叛逆行为。

听完课，黄先生受益匪浅。
“以前的社区娱乐方式以看电影，

跳广场舞为主，文化氛围不太浓，现在
多了国学讲堂这么有文化气息的好去
处， 无疑能够增强社区的文化氛围。”
长沙县金湾社区工作人员对国学讲堂
的做法给了一个大大的赞。

楚逸国学讲堂发起人詹习成介绍，
讲堂将定期邀请各界大咖给居民免费
送课，还将免费给贫困家庭儿童以及留
守儿童提供免费书法、绘画教育。

拍个照就能提示疾病
首个皮肤病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系统发布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尹恒） 用手机对准患病的皮肤拍
照，上传到图像识别系统后，就能得到疾病
提示。5月19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联合
丁香园、大拿科技，在长沙发布了我国首个
皮肤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据悉， 该系统目前已建立红斑狼疮及
相似皮肤病的辅助诊断模型， 准确率超过
85%。 未来这一技术还将扩展至更多皮肤
病病种，以辅助常见、多发皮肤病的临床诊
断，为医生提供诊断参考。

湘雅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陆前进介
绍，皮肤疾病病种繁多、仅记载在册的皮肤
疾病就达2000多种，而且皮肤损害形态多
种多样，有些皮肤病皮损又极其相似，这给
皮肤科医生、 特别是基层皮肤科医生的临
床诊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过，皮肤病的
诊断颇具直观性， 皮损表现是疾病诊断线
索的主要信息来源， 这使其成为适宜开展
人工智能医疗应用的潜在疾病。

随着图像识别、 深度学习等关键技术
的突破， 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诊断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 为其在皮肤病的临床辅助
诊断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湘雅
二医院提供了海量的皮肤科临床数据资
源，并归纳了皮肤病疾病特征，建立疾病诊
断模型。

据了解， 未来系统还将开放患者端服
务。患者通过手机对患病皮肤拍照识别，导
诊系统能初步判断疾病分类， 按照分级诊
疗原则并根据患者疾病的疑难程度进行合
理导诊。对于疑难复杂性皮肤病，系统自动
推荐擅长该疾病诊疗的医院和专家， 帮助
患者找到合适的医院和医生就诊。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曹辉）
昨天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召开的一年一
度的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理事
会会议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
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
亚湘当选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
主席。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国际应
用数学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 反映了
我国应用数学方面国际学术地位和影
响力的显著提升。

该联合会成立于1987年， 旨在突
出应用数学的重要性并在国际科学界建

立起应用数学的地位， 促进会员学会间
的交流， 是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领域最

具影响的全球性组织。 目前， 该联盟有
21个正式会员和27个观察会员， 中国
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是正式会员。

袁亚湘是湖南资兴人， 1982年毕
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 1986年博士毕
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曾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
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 2015年当选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2016年当选中国
科协副主席。

袁亚湘当选国际工业与
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

系中国科学家首次在该组织担任要职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通讯员 黄乙珊 余佳桂 记者 胡
宇芬）昨天，2017年湖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邵阳市第一
中学举行。这是我省科协和电教系统机器人竞赛重新整合之
后的首次竞赛，有598支队伍、1900余名师生参加，也是我省
开展机器人活动以来竞赛项目数量最全、参赛规模最大的一
届竞赛。

据悉，本届竞赛包括A、B两大类项目。其中A类项目设
11个竞赛项目，如机器人灭火、机器人足球、机器人篮球、
人型机器人全能挑战赛等。B类项目设8个， 如机器人综合
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3D打
印创意设计赛、无人机编程竞技赛等。

本届竞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和邵阳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根据全国竞赛组委会要求，我省将选拔每个
项目组的冠军队伍组成湖南代表团，分别参加今年7月举行
的第十七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和8月举行的第十八届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2017年湖南省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在邵阳举行

国学讲堂进社区

安全知识竞赛
5月20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第一小学，学生在参加安全知识竞赛。当天，该区开展安全知识暨禁毒知识竞赛，92

所中小学的400余名学生参加，通过竞赛的方式将安全知识、禁毒教育融入课堂，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
防范技能。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彭立成 摄影报道

油气体制改革六个看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 � �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
一备受关注的油气体制改革有哪些主要
看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完善并有序放开
油气勘查开采体制

意见称，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
和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加强安全、环
保等资质管理，在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允
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
参与常规油气勘查开采，逐步形成以大型
国有油气公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
参与的勘查开采体系。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董秀成说，进一步
多元化的市场竞争局面将成为未来趋势。
要积极推进准入制度改革，在国家总体控
制的基础上设置适当的准入门槛，让真正
有实力、有勘探开发资质的企业进入油气
上游勘探开发领域，建立科学、合理和严格
的市场准入机制。

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

意见明确， 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

制，提升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
险防范能力。建立以规范的资质管理为主
的原油进口动态管理制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景春
梅说，建立以规范的资质管理为主的原油
进口动态管理制度，有利于提升油品质量，
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炼油产业优化升级。为
了使炼油行业健康发展，有必要强调资质
管理。未来我国可能会逐步建立起原油进
口资质管理的动态评价机制，只有油品质
量符合评价机制要求，才允许进口。

分步推进国有大型油气
企业干线管道独立

意见指出， 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
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分步推进
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
输和销售分开。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展战略
研究所研究员张卫忠表示，近年来，推进干
线管道独立、管输和销售分离、民营企业公
平接入等呼声很高，此次意见也明确了这
一改革方向。意见提出分步推进国有大型
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这是比较稳妥的，
符合当前中国油气行业的实际。

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

意见指出， 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
有效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完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
用，保留政府在价格异常波动时的调控权。
推进非居民用气价格市场化，进一步完善
居民用气定价机制。依法合规加快油气交
易平台建设，鼓励符合资质的市场主体参
与交易，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

“意见对上游油气勘查开采、中游管
网、下游油品等环节的改革都明确了方向，
体现了‘市场化’原则。”张卫忠说，这意味
着市场化改革真正在油气行业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下一步可能还会配套出台相
应细则。

鼓励具备条件的油气企业
发展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

意见指出， 深化国有油气企业改革，
充分释放骨干油气企业活力。完善国有油
气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鼓励具备条件的油
气企业发展股权多元化和多种形式的混
合所有制。

近几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
有油气企业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推进混合
所有制改革，并取得一定进展。中石化前董
事长傅成玉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
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引入
其他社会资本，可以让国有资本做优存量、
做大增量，更重要的是倒逼国有企业内部
机制改革，真正让国有企业活起来，并通过
发挥各种资本的优势，打造国家新的经济
竞争力。

完善油气储备体系

意见指出，建立完善政府储备、企业
社会责任储备和企业生产经营库存有机
结合、互为补充的储备体系。完善储备设施
投资和运营机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储备设施投资运营。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
大地说，建立完善油气储备体系是保障
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油
气储备本身有场地、 设施等多方面需
求，多方共同投资运营很有必要。如何
建立国家和相关企业互为补充的储备
体系，是改革的重点。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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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 要以《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
使用）印发为契机，持续兴起学习贯彻热潮，进一步把认识向
高处提领、学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进，切实在掌握体
系、改造学风、维护核心、引领发展上下功夫见成效。要增强
学习贯彻整体性系统性，把《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
导干部使用）与《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2016
年版）》结合起来学习，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紧贴实际学、
带着问题学、不断跟进学，系统学习认清理论全貌，深刻领悟
吃透内在逻辑，研机析理掌握科学方法，实现融会贯通。各级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
育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 特别是正在开展的维护核心、听
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都要把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
用）作为重要内容，引导全军官兵更好地用习主席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统一思想和行动，
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奋斗。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美丽邂逅
“照亮中华文明的先哲”社科普及巡展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