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诗词歌咏
党的十九大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 省直单位高雅艺术进机关诗词大赛
颁奖典礼举行。

今年8月，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隆重召
开，省直工委、省文化厅联合启动了省直单
位迎接庆祝党的十九大诗词大赛，在3个多
月的时间里，省直80多个单位的党员干部
职工共创作诗词近两千首， 热情讴歌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 真诚地表
达了广大省直单位党员干部永远跟党走、
共圆中国梦的坚定意志和共同心声。 经评
审，《七律·信念———一位老共产党员在韶
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等一
批优秀诗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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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小菁 夏润龙

12月2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
会，介绍了刚刚出台的《湖南省加大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2017—2020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我省为什么要出台《行动计划》？ 将
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行动计划》主要目
标的实现？ 作为研发活动和研发经费投
入的主体，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能享受
到哪些优惠政策？ 牵头制定《行动计划》
的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尽快出台《行动计划》是发
展形势所迫， 是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要求所需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贺修铭
说， 研发经费投入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
实际用于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
展的经费支出。 一个地区的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是指该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与国
内生产总值之比， 是衡量地方创新能力
的重要指标。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创
新型省份已形成共识， 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是核心指标。《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
要》战略目标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达到2.5%；《建设创新型省份工作指引》
明确提出， 创新型省份的研发经费支出
占GDP比重达到2.5%以上。

今年10月10日公布的《全国科技经
费投入统计公报》 显示，2016年全国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1%， 比上年提高

0.05个百分点； 湖南省2016年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为1.5%， 比上年提高0.07个百
分点，居全国第15位。 与中部省份相比，
湖南省排第三。

我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现状不容
乐观。 离2020年只有3年时间，提升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时间紧，任务重，每年的目
标和任务都要上台阶， 因此尽快出台力
度大、发力精准、责任明确的《行动计划》
是发展形势所迫， 是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发展要求所需， 是湖南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具体抓手， 对加快
我省高质量发展、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0部门组成联席会议，4
大举措保障实施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童旭东介绍，为
做好《行动计划》工作，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省里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由科技
厅牵头，发改委、教育厅、经信委、财政
厅、卫生计生委、国资委、国税局、地税
局、统计局等10家省直单位共同组成了
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单位先后对我省实
际情况进行摸底分析， 对中部各省份进
行横向对比，参考、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
和经验，同时广泛征集了省直机关部门、
各市州的意见，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和修
改，形成了《行动计划》，经省政府审议通
过，由省政府正式印发。

为确保《行动计划》落实，我省将从4
个方面布局。

一是加强联席会议责任分工组织领
导。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推进行动计

划的实施。 加强年度行动计划目标分解
落实、组织协调和考核评价。

二是多举措落实、 配套形成“1+N”
政策组合拳。《行动计划》要求“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根据职能职责和落实行动计划
具体举措实际需要， 研究出台相关配套
政策”，要求“各市州人民政府结合实际，
研究出台相应配套政策”。

三是强化考核评价和过程督导，强
化政策落地。《行动计划》明确要把“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指标纳入年
度市州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结果作
为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党政领导干
部的主要依据”，提出要“建立健全省属
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经费投入
绩效考核制度”，还提出要“建立层级管
理的研发经费投入动态监测、评估、督查
工作机制”。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加大
研发经费投入的意识。《行动计划》要求
各市州人民政府和省直各有关单位充分
利用各类传媒进行立体化的政策宣传。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可
享受更多政策红利

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研发活动
和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行动计划》对
此安排了不少优惠政策。

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易凡介绍，主要的“干货”有5类。

一是直接对国家重大专项任务、新
增的研发平台给予经费支持、 补贴、补
助。如：对新承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关键
任务， 省级财政在科技相关专项资金中

安排不低于1000万元的经费支持。 对新
认定的省级研发平台给予50万元至100
万元经费支持；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重大
研发类平台，安排不低于1000万元的支
持。 对在湘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研发机构
和研发总部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择
优给予不低于1000万元的经费支持。 对
企业承接省内高校、 科研机构的科研成
果，对接创新创业大赛等创新平台，投资
额度超过3000万元的，在投资额的10%
以内择优给予补助。

二是对新增研发投入给予奖励性后
补助。 从2017年起，省财政对所有已建
立研发准备金、 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企
业，采取事前备案、事后补助的方式，对
投入新增部分给予后补助。对高校、科研
院所非政府资金部分的新增研发经费投
入给予奖励性后补助。

三是对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的支
持。对纳入长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
最高给予顶尖人才1000万元、杰出人才
500万元、优秀青年人才300万元的科研
项目和科研平台经费支持； 为顶尖人才
创新团队提供最高1亿元、杰出人才创新
团队最高3000万元的经费支持。

四是对科技成果技术交易进行双向
补助， 单个机构补助额最高分别为80万
元（对技术输出方）和100万元（对技术
受让方）。

五是对重大技术产品奖励。 对省内
企业研制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和关
键零部件， 成套技术装备最高奖励500
万元， 单台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最高奖
励100万元。

元旦假期长益高速
5个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
为加强长益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2018年元旦假期
将对长益高速公路沿线部分收费站分时段实施交通管制措
施。

具体管制情况为： 2017年12月29日17时至21时、 12月
30日7时至11时， 2018年1月1日15时至21时， 禁止车辆从友
仁、 关山、 金洲、 宁乡、 益阳收费站驶入长益高速公路， 其
他时间视情采取临时管制措施。

实施交通管制时段， 宁乡往长沙方向车辆出行路线可选
择： 金洲大道→黄桥大道→岳麓大道→长沙城区； 金洲大
道→桐梓坡路→西二环→长沙城区； G319国道→枫林西路
进入长沙城区。 宁乡往益阳方向车辆出行路线可选择： 金洲
大道→银城大道→高新大道→泉交河收费站→长益高速公
路→益阳收费站； 金洲大道→银城大道→益阳大道→益阳城
区； G319国道→桃花仑东路→益阳大道→益阳城区。

连续6小时查阅海量“天网”视频

长沙民警为群众
找回“救命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孔奕 刘彬

“大冷的天， 整个人像跌在冰桶里。” 醴陵的胡先生12
月27日在长沙看病时不慎将价值7000余元的救命药品遗失。
原本家境困难的他， 感觉什么希望都没了。 接到报警后， 长
沙民警借助“天网” 追踪， 12月28日， 胡先生的“救命药”
失而复得。

12月27日下午5时许， 在湘雅医院附近吃完晚饭的胡先
生突然一拍大腿： 刚才在医院买的药品放在大厅的咨询台上
忘了拿！ 他跑到医院一看， 价值7000余元的药品早已不见
踪影。

失魂落魄的胡先生引起了医院保安的注意， 得知情况
后， 保安对他说： “你等一下， 我帮你去找警察。” 不到两
分钟，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湘雅路派出所的民警便赶到了
现场。

“了解情况后， 我们立即调取监控， 发现药品被一名中
年妇女拿走， 但因为医院的人流量太大， 她在走出医院后，
线索便中断了。” 湘雅路派出所民警贺庆说。 看着胡先生一
脸忧愁， 贺庆和队友一头扎进了所里的监控室， 一边仔细查
阅监控， 一边四处搜集线索。

终于， 当晚11时20分许， 在海量的天网视频画面中，
贺庆成功地追踪到了该名妇女的路线———从医院离开后乘车
一路驶向了天心区暮云镇。 同时， 在医院取药室的监控录像
中也查到了这名妇女的身影， 她也在医院取过药。

12月28日早晨， 医院一开门， 贺庆便到取药室获取了该
名妇女的联系电话， 确认药品就在她手上后， 贺庆立即驾车
赶到暮云镇将药品取回并送到胡先生的手中。

“看着派出所的警察同志从昨天一直忙到现在， 我为自
己的粗心大意感到惭愧！” 救命药品失而复得， 胡先生激动
地说， “长沙民警热情为民的作风， 让我一个异乡人感到无
比的温暖！”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李叶 ） 穿越时空， 步
入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 时代。
今晚，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
原创特展“东方既白———春秋战国
文物大联展” 开幕， 该馆联合全国
29家文博机构推出240件 （套） 文物
精品， 为观众深刻解读春秋战国这
个充满着人性张力、 孕育着无限生
机的时代。

“春秋战国” 是中国传统社会
铁器牛耕新生产方式定格的时代，也
是中华区域文明形成和传统文化奠
基的时代。

本次展览共分为5个部分。
第一部分“礼崩乐坏 诸侯混

战”，通过郑国公九鼎八簋、楚王孙诰
编钟等一批诸侯、卿大夫的超规格用
器，与甲胄、长兵器、短兵器等军事装
备，展现了当时周天子衰微，诸侯僭
越现象普遍，原本作为政治制度的礼
乐制遭到极大破坏，诸侯混战连连的
状态。

第二部分“革旧鼎新 焕发生
机”，通过铁锸、铁斧等铁制农具，各
种瓦当，特殊通行证“鄂君启”铜车
节、“钧益”铜砝码、“郢爰”金版货币
等，展示了铁器的推广应用带来社会
生产力的大发展，都市和商贸繁荣发
展的景象。

第三部分“神技天工 人性张
力”，通过对当时新工艺、新材质、新

器型的展示，体现了该时期各个技艺
领域的非凡成就，以及由此而承载的
人性张力和精神诉求。 代表文物有青
铜器四联鼎、凤鸟莲花形漆豆、黑陶
鸟柱盘。

第四部分“思想绽放 文化奠
基”，通过线装书、简牍帛书等展品，
展示了春秋战国思想能量的大迸发，
形成了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
百家争鸣盛况。

第五部分“华夏认同”则将展览
点题收口， 寓意一个时代的终结，从
此开启了一个由乱到治、由离析到认
同的新时代。

据悉， 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
2018年3月28日。

全社会齐努力，让研发投入达标

中华经典诗文
诵读大赛落幕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李鹏）12月27日晚，“天舟杯” 湖南省
首届大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
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演播
厅举行。

本次诵读大赛以“诗意校园， 圆梦中
华”为主题，由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省
教育厅主办。大赛历时5个月，复赛一等奖
的4个组别、12支队伍晋级总决赛。

总决赛共分为“文脉中华、家国天下、
江山如画、圆梦中华”4个篇章，由来自12所
学校的12支代表队依次竞演。 记者在现场
看到，选手中既有稚气未脱的小学生，也有
英姿勃发的青年学生。最终，湖南网络工程
职院代表队诵读《关于青春》，凭借其真挚
动人、 成熟完美的表现打动了评委和现场
观众，一举夺得总决赛冠军。

� � � � 12月28日晚，
市民在观看春秋
战国文物展。 当
天，湖南省博物馆
新馆首个大型原
创特展“东方既
白———春秋战国
文物大联展”开
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新湘博推出首个大型原创特展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惊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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