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张颐佳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霞)匈牙利布达佩斯当地时间11
月27日下午15时18分， 一列满载着红酒、啤
酒、麦片、奶粉、机械配件等的“湘欧快线”，从
布达佩斯BILK铁路站徐徐始发，布达佩斯至
长沙回程班列正式开通。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首发式。

列车载有41个集装箱货物，将途经斯洛伐

克、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蒙古，全程10118
公里，运行时间15天，最终到达长沙。

匈牙利地处欧洲大陆腹地，交通便利，配套
设施齐全，素有“欧洲心脏”“中东欧大门”之称，
是亚洲国家在欧洲的重要物流集散地。

湘欧快线平台公司总经理夏朝辉表示，布
达佩斯至长沙回程班列的开通， 将有望成为中
欧班列中的“明星线路”，有助于湖南企业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0个月，长沙海关申

报出口“湘欧快线”货物7.16万吨、4.63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2.1倍和1.1倍。“湘欧快线”自
2014年10月首发以来，累计发运进出口货物超
过23000标箱、班列近300列，总运量48万吨，总
货值超过12.5亿美元，运量跃居中欧班列前列，
目前每周稳定开行4至5列。 出口货源除湖南
“湘”字号产品外，还辐射到广东、江浙等周边省
份的产品。出口地覆盖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
波兰、科威特、乌克兰、匈牙利等沿线国家13个
主要城市。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谭珍利 周健）今天，衡东县纪念罗荣桓元帅
诞辰115周年活动在罗荣桓故居纪念馆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政委罗亚拉少
将、罗荣桓元帅侄子罗勇进等出席。

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员向罗荣桓元帅铜像敬
献花篮，在罗荣桓元帅铜像前重温入党誓词，参
观了新竣工的罗荣桓元帅浮雕墙。 浮雕墙设立
在罗荣桓元帅铜像广场正后方， 采用青石雕刻
而成，总长61米，寓意罗荣桓元帅一生走过61

个年头。 浮雕墙共8幅浮雕，生动展现罗荣桓元
帅功勋卓著的一生。

同时，举行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外
实践基地挂牌仪式。 罗荣桓元帅曾在武汉大学前
身———武昌中山大学度过一段难忘的求学生涯，
在这里他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
共产党。 召开了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15周年座
谈会，罗亚拉少将作专题讲座。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丁华文）今天，省发展研究中心、
永州市政府、华为公司在长沙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三方将在云计算、 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将
永州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打造成面向
湖南全省的“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平
台。

去年4月25日， 永州与华为签署云
计算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永州华为
云计算数据中心；之后湖南省经信委、网
信办又先后与永州市、华为公司达成三
方合作，共同发展永州云计算大数据产
业。 永州以华为为龙头， 致力于培育互

联网时代产业发展新引擎，警务云、政务
云、企业云初具规模，取得众多阶段性成
果。

此次三方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
志着华为公司同永州在云计算产业发
展合作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未来， 华为
将携手合作伙伴，以华为永州云计算数
据中心为依托，共同打造云计算、大数据
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云计算与大数据服
务示范工程建设，使永州云计算政务大
数据产业建成立足湖南、辐射华南华中
地区的云海，进而带动永州及湖南省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的跨越
式发展。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陈昊）今天上
午，在素有“浪漫之城”之称的广东省珠海市，一
场“张吉怀旅游联合促销推介会”精彩上演。

舞台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带来的土
家族茶灯《灯哥和花姐》欢乐俏皮，《欢迎你到侗
乡来》令观众领略到怀化原生态侗族风情，一首
《新九岭十八岗》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张家界的

奇山异石间，流连忘返。
精美的歌舞和旅游宣传片， 在现场刮起了

一阵热闹的最炫民族风， 主题推介和抽奖活动
则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一时间，掌声、歌声、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张吉怀旅游联合促销推介会由张家界市
政府、自治州政府、怀化市政府联合主办，旨

在推介张吉怀3市州的冬季旅游产品、 精品
旅游景区和路线等， 进一步扩大3市州在珠
三角地区的旅游宣传力度， 开拓冬季旅游市
场。 通过推介会，来自香港、澳门、广州、深
圳、珠海、中山等地近两百家旅行商、新闻媒
体近距离感受到了大湘西的独特魅力。

张家界、自治州、怀化同属于大湘西地区，3市
州山同脉、水同源、民俗相近，并于2016年正式成
立了张吉怀旅游共同体，共同打造旅游品牌，共同
推介旅游线路，共同打造旅游产品，共同举办旅游
活动，共同完善旅游管理，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今天下午，受省委委托，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向各民
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通报中共湖南省委十一届四
次全会精神。

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主委
张大方，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主委赖
明勇，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省委主委胡
旭晟，民进省委主委潘碧灵等出席。

黄兰香强调， 要做好结合文章，学
习领会好中共湖南省委十一届四次全
会精神。 把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深
入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学
习贯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代表大

会精神结合起来， 与有关主题教育、学
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著作结
合起来。 要凝聚万千力量，提升服务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效能和层次。
正确认识我省在中共湖南省委坚强领
导下取得的良好发展态势，总结好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年
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成果，创新充
分履职的平台和载体。 要打下良好基
础，实现明年统战工作良好开局。 继续
开展好统战系统“下基层摸实情促学
习”的活动。 抓好今年各项工作的收官，
多出成效多出典型多出经验。 全力以赴
做好换届的各项工作， 按照全会要求，
做好明年工作的规划。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唐佳海 滕茜茜）今天，第十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高层研讨会在湖南科技大学闭幕。
来自全国相关学术机构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方面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分别
从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日常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建设和网络传播等
方面，对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研讨。

研讨会由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编
辑部、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编辑部和湖南科技大学共同主办。 会
议期间，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社会
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作了主题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宣讲报告，对党的十九大
报告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25位专家学者还结合自身的研究
和体会作了大会发言。 他们表示， 广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传播者、教育者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
识，自觉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田湘波） 25日上午，由湖南大学腐败
预防与惩治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大学廉
政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腐败预防与惩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
沙开幕。 来自美国纽约大学、 英国赫尔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大
学等国内外高校的60多名学者，共同探
讨如何在新形势下持续反腐。 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
朱孝清参加会议并致辞。

会议着眼全球视野，就全球腐败和

中国腐败惩防战略展开讨论交流， 探索
全球廉政建设的发展方向。在会上，专家
学者围绕“中国反腐败的评估与前瞻”
“权力制约与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探索”等
主题进行发言与交流， 对于解决目前大
多数国家所遇到的腐败治理问题具有
方向指引和理论支撑作用。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屈茂辉介绍，本
次研讨会不仅将我国近年来反腐所取得的
经验进行了梳理和交流， 还讨论了从制度
上如何预防腐败， 国际知名高校学者的加
入，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建议和思路。

黄兰香在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上要求

凝聚万千力量 提升服务效能布达佩斯至长沙回程班列首发
有望成为中欧班列中的“明星线路”

第十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
在湖南科大闭幕

国内外专家研讨腐败预防与惩治

衡东纪念罗荣桓诞辰115周年

旅游共同体共同开拓冬季旅游市场

张吉怀旅游联合推介会走进珠海
省发展研究中心、永州市政府———

携手华为推动永州云产业发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孔帅 记
者 李国斌） 11月26日， 由湖南电台金鹰955
创作的广播剧 《爸爸的冲锋号》 剧本论证会
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中心、 中国传

媒大学、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湖南广播电视
台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论证。

《爸爸的冲锋号》 以全国扶贫攻坚楷
模、 常德石门县薛家村“名誉村长” 王新法
真实事迹改编， 以王新法女儿王婷的视角，

讲述王新法扶贫攻坚中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向听众展现一位共产党员、 退伍老兵的担当
和坚守。

专家们对《爸爸的冲锋号》剧本予以充分
肯定，认为该剧聚焦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 具有充分的现
实意义，故事感人，角度独特。同时，对剧本强
化故事的矛盾和冲突、 增强艺术感染力等方
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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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省安监局发布通报，我省建立了第一批重大
事故隐患清单，14个市州、35个省级部门共认
定重大事故隐患4514处。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今年5月下旬，省政府下发《关于建立
“一单四制” 制度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的通
知》，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安全生产问题治
理“一单四制”制度，要求县级以上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对日常监督检查中发
现或上级交办、群众举报、媒体曝光、其他部门
移送、 下级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报告的重
大事故隐患，经研究认定，形成重大事故隐患清
单， 并对每项重大事故隐患治理任务实行交办

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制管理。
截至10月底，全省14个市州全部建立重大

事故隐患清单，其中，株洲市排查认定重大事故
隐患1145处，数量全省最多；常德市、郴州市、
长沙市、 邵阳市排查认定重大事故隐患均超过
200处；岳阳市、衡阳市、益阳市、永州市排查认
定重大事故隐患均在100处以上。

省级部门中， 省公安消防总队结合夏季
消防检查建立469处重大火灾隐患清单，省煤
监局结合全省煤矿安全专项检查建立220处
重大事故隐患清单，省质监局、省交警总队均
建立百余处重大事故隐患清单， 成效最为显
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安监局、
省国资委、省环保厅、省核工业地质局、省有

色地勘局、省国土资源厅、省煤炭管理局、湖
南能源监管办、省通信管理局、省能源局、省
民政厅、民航湖南监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
教育厅、省经信委、省林业厅等部门也分别对
本行业（领域）各类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排查梳
理，先后建立了台账。

省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省部分
行业领域未及时制定出台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导致对重大事故隐患认定不科学、不准确情
况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一单四制”制度贯彻落
实。下阶段，省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将抓
紧制定本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为
市县相关部门准确认定重大事故隐患、完善“一
单四制”工作夯实基础。

何绍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重
大战略，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迎
来了新机遇。 各地在掀起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热潮时，着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布
局和行动。

不难发现， 在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战
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诸种解读和认知
中，也还存在不少误区，典型的有三类。
其一可谓“消极悲观”论。 认为在中国工
业化、 城镇化推进过程当中， 农村的资
源、 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元气大伤”。
乡村社会已彻底衰败，乡村社会已沦落
为问题社会、落后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二可谓 “城乡对
立论”。 持此论者总把农村和城市放在
对立面来看，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
是告别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是重新“走
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 其三可谓“另起
炉灶”论。 在持这样观点的人看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农村发展战略选择
上的另辟蹊径、再起炉灶，是对已有发展

战略的“终结”，完全不顾乡村社会发展
战略的承继关系。如果不能及时澄清、纠
正此类错误观点， 就可能给乡村振兴战
略带来种种隐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目的是解决长
期以来困扰乡村社会发展的难题。 践行
乡村振兴战略，首先必须端正认识，消除
误区，才能把准方向、掌握节奏。 湖南是
农业大省， 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可以充
分说明现在的乡村是历史上最好时期
之一： 农民的知识视野有了前所未有的
提高，农民种田不要收税，现代电器进入
普通百姓家，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
好，安全饮水工程不断推进。乡村发展的
这些成绩和变化，我们绝对不能无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质上是重视农村发
展，但绝不意味着城市建设不重要。实施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 新型城镇化同等
重要、缺一不可。

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干部思想认识
最重要。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充
满信心，把握住方向，踏准节奏，从而采
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 激发广大农村
的活力。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苏莉）共谋海
归发展大计，共商海归创新创业。 今天上午，第
四届海归发展论坛暨第二届华中区千名海归发
展论坛在长沙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
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致
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
部长黄兰香，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湖南省委主
委胡旭晟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论坛以“海聚湘江 科创未来”为主题，由

致公党中央指导，致公党湖南省委、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致公党中央留学人员委员会主办。

严以新希望致公党湖南省委继续办好“海归
发展论坛”，将论坛打造成为湖南省委省政府有关
部门与广大青年海归共同的价值平台； 持续做好
涉“侨”、涉“海”参政议政，推进引资、引技、引智、
引才， 广泛引导海内外力量参与湖南精准脱贫和
“一带一部”重大战略实施，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
国家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的作用。

黄兰香指出，广袤的三湘热土，为广大海归
人员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希望广大海归
人员勇做爱国报国的坚定者、 创新创业的担当
者、开放崛起的传播者。省委省政府将不断健全
赢得人才、用好人才的体制机制，全力提供热情
细致、周到贴心的服务，努力让广大海归人员归
有所依、归有所成、归有所得。

胡旭晟表示， 未来致公党湖南省委将以海
归发展论坛为依托， 将论坛全面提升为海创文
化节，进而打造成为面向全球、具有全国性重大
影响的留学人员开放交流平台。

开幕式上， 致公党湖南省委与湖南湘江新
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我省建立首批重大事故隐患清单
14个市州、35个省级部门认定重大事故隐患4514处

三湘时评

布局乡村振兴战略
当消除误区看准方向

“海归发展论坛”在长沙开幕
严以新黄兰香出席

王新法的故事创作成广播剧
《爸爸的冲锋号》剧本论证会在京举行

� � � � 11月27日,长沙市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南拼桥段首联连续梁浇筑顺利完成，实现梁体成型。该工程主线将建设双向六车道标准高架，新
建快速路主线从起点顺接潭州大道，终点顺接湘府路大桥西引桥，预计2019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后可有效缓解二环线交通压力，加强湖南湘江新区与
城市快速路系统的对接。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