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邓晶琎 徐
典波 通讯员 江钻 白师红） 继矮寨大桥
后，我省又“诞生”一座世界级悬索桥。今天
上午，国家高速公路杭（州）瑞（丽）高速唯
一未通的一段———杭瑞洞庭大桥通车。自
此，杭瑞高速全线贯通，有望极大缓解今
年春运期间京港澳高速、长张高速的交通
压力。

杭瑞高速起于浙江杭州， 经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贵州，终于云南瑞丽，是中
国高速公路网中的一条东西向大通道。杭
瑞高速湖南段由东向西分别由大岳高速、
岳常高速、常吉高速、吉凤高速、凤大高速
组成。

杭瑞洞庭大桥是大岳高速的重点控制
性工程。大桥全长2390米、主跨1480米，其
主跨长度在钢桁加劲梁悬索桥中排名国内
第一、世界第二。 荩荩（下转2版②）

杭瑞洞庭大桥通车
杭瑞高速全线贯通，春运期间有望减缓京港澳、

长张高速交通压力

“钻地龙”与“土行孙”
———长沙地铁4号线2标段工地见闻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贺威）扫一
扫省委党校微学习平台二维码， 就能找到
海量的学习内容， 让每个党员都能进入党
校学习。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省
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颁奖暨汇报展示会，
为“党校姓党”微学习平台等创新项目和优
秀个人颁奖。省领导谢建辉、吴桂英、张大方
出席。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省直机关干部职工
积极响应省委号召，牢记“创新无处不在，

人人皆可创新” 的要求， 广泛开展创新创
造，创新成果亮点纷呈。

2017年7月，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改革
办、省总工会、团省委和省妇联5家单位，以
“落实新战略、建设新湖南”为主题，联合举
办了“湖南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大赛
得到了省直单位和中央在长各单位的热烈
响应和大力支持， 共有83个单位报送了
321个参赛项目， 其中经济社会发展类87
个、党建类63个、管理服务类121个、其他
类50个。

荩荩（下转2版①）

通讯员 向组轩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风雨洗征程，回眸满堂春。
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

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 谋划实施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完成超职数配备干部
消化整改任务……一个个年度“热词”，串起
了2017年全省组织部门主动担当作为的深刻
印记。

这一年， 全省组织部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奋力作为，在
真抓实干中强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
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迸发出迈进新时
代的磅礴力量。

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引领航向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设

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办好湖南的事情，关
键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初冬寒意渐浓，集训教室里关于
十九大精神的讨论却热火朝天。2017年11月7日
至12月29日， 全省先后举办6期市厅级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
同时， 督促指导市县举办专题培训班219期、
培训5万多人次。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理论武装必须先
行。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省分

级分类抓好各级干部轮训， 累计培训6万
多人次。积极推进全省党性教育基地建设，
组织厅干班、 中青班学员等在井冈山干部
学院、 红旗渠干部学院等开展党性党纪教
育专题培训， 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一年来， 全省组织部门把加强政治建设
和思想建设摆在首位，推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研究制定
实施方案明确25项具体措施， 推出支部主题
党日、党支部“三会一课”纪实管理、党员积分
管理、党支部书记“双述双评”等4项制度成
果，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讲
党课4万多场次。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黄志坚

气温仍然很低，但在阳光照射下，脚下
这片寒冷的土地腾起了阵阵暖意。

2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株洲市芦淞区的
“两机”重大专项建设工地，看到的是一片热
气腾腾的场景。

在中国航发南方公司产业园工地， 记者

看到：在一片丘陵之间，一大片平整的红土地
袒露开来，挖掘机、压路机一字排开作业，水泥
路面向中间延伸，一排排施工房已经完工。

该产业园，占地600亩，在芦淞区东面。
“你们看， 北面那座不高的山脉， 就是凤凰
山。”芦淞区重点办工作人员钟兴告诉记者，
凤凰山下，有两家国内著名的航空企业———
中国航发南方公司和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

械研究所。凤凰山，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
了钢铁“凤凰”展翅起飞的地方。

“‘两机’是指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两
机’重大专项属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投资
200亿元，在国家‘十三五’规划100个重大项
目中居首位。以此为核心，株洲市正在倾力建
设中国航发株洲航空城，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芦淞区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荩荩（下转4版②）

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习近平首先请特雷莎·梅转达对伊丽
莎白二世女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
方大国。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合作硕果累
累。2015年我对英国进行了成功访问，双
方共同揭开了中英关系“黄金序章”。中方
愿同英方一道， 推动中英关系在新时代健
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
世界繁荣稳定提供更多助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
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中英双方应顺应
时代潮流， 结合两国各自发展阶段和合作
需求，赋予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共同打
造“黄金时代”增强版。一要提升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战略性，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
度看待和规划双边关系未来发展。 继续办
好战略、财金、人文等高层对话机制，不断
夯实“黄金时代”的政治基础。加强两国立
法机构、政党、两军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
解，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好敏感问题。 二要增强
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务实性，推动两国经
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在金融、核电、投资等领域合作，探
索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等新业态的合作。 中方支持经济全球
化和贸易自由化。“一带一路” 是公开、透

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倡议，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市场规律和国际
规则下运作。中英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
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的互利合作。 三要拓展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全球性，深化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
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内交流合作， 推动
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共同促进世
界和平与稳定。四要促进中英关系“黄金时
代”包容性，发扬两国文明兼收并蓄、博采
众长的传统理念，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
交往和友谊，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为促
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国家“和
合共生”树立典范。

特雷莎·梅转达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特雷莎·梅表
示，我赞同习近平主席对英中关系的评价。
习主席2015年对英国成功的国事访问，开
启了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推动了两国
各领域关系的深入发展。 英方在许多全球
性问题上同中方看法相近， 重视中方在国
际事务中重要作用。习主席去年在世界经济
论坛的讲话广受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具有深远的世
界影响，希望英中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促
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增长。 英国主张自由贸
易，愿同中方加强贸易、投资、科技、环境、人
文、互联网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推进
英中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杨洁
篪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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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钢铁“凤凰”展翅飞

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凝聚磅礴力量
———2017年全省组织工作综述

省直单位工作创新大赛
颁奖暨汇报展示会在长沙举行

乌兰出席并颁奖

2月1日，航拍杭瑞洞庭大桥壮美如虹，如一条“巨龙”横跨洞庭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1月31日，长沙地铁4号线碧沙湖站区间，盾构机在穿越江底行进过程施工。目前，由水电八局建设的长沙地铁4号线各项工程稳步推进。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杨子江 摄影报道

冬雪消融 ，立春在即 。根据中宣部 、
省委宣传部的部署要求，为弘扬新时代的
主旋律，讲好湖南人民在党的十九大后第
一个春天的故事，湖南日报社组织的 “新
春走基层”活动正全面展开。

在今年春节前后30天时间里， 由总编
辑带头，湖南日报社百名记者将深入基层
采访报道 。活动分两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

重点呼应湖南省委、省政府“产业项目建设
年”的部署，报道各地及企业以重大项目为
抓手，在引进、壮大和发展实体经济、产业
项目中的奋发作为。第二阶段紧扣“回家过
年”这个主题，探访“美丽乡村”，展示“美好
生活”，让老百姓成为记者笔下和镜头中的
主角。 从今天起， 本报将推出 “新春走基
层———项目建设正红火”专栏。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

湖南日报记者 龚政文

1月31日，长沙，湘江大道和南湖路交会
处东南角。 记者踏雪而来， 只为一个念
想———探访地铁施工现场。

这里是水电八局承建的长沙地铁4号线
2标段控制性工程———碧沙湖站和湘江隧道
建设工地。远眺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雕塑
傲立如常；脚下，是巨大深邃的基坑。

机声隆隆， 吊车正在将钢管往地下运，
抓斗车将黄土送往地面，挖机将地上四处堆
放的黄土归拢，“白天把准备工作做好，晚上
渣土车一到就可以装车，抓紧好天气把土运
走，为大型设备进场腾出位置。”开挖机的陈
姓小伙子，不到20岁，只穿着一件薄毛衣在

干活。
“冷不冷？”
“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冷啊！”细密的汗珠

从小陈的脸上沁出。
记者扫了一眼周边的工程管理人员和

正在忙乎的员工，还真是很少有穿棉衣的。
“碧沙湖站和过江隧道土建工程已基本

完工。”项目经理王建辉一边介绍，一边引着
记者走下基坑。“挖下去接近40米，10来层楼
高，这是长沙目前最深的地铁站。”

1983年出生的王建辉，永州人，个子不
高，十分精干，据他自己说，已经是基建行业
的“老司机”了。

一路盘旋，我们来到车站底部。“盾构机
就是从这个基坑下到地底的，然后从这里向

河西开掘， 再从河西基坑上来。” 王建辉介
绍，隧道与河西阜埠河路站快打通了；由于
另一家单位承建的阜埠河路站基坑还没建
好，盾构机只好暂时停止作业，“只可惜你们
看不到盾构机作业的壮观场面了。”

跟随王经理，沿着隧道一路西行。隧道
里灯光明亮，两根施工轨伸向远方。

记者看到，宽1.5米许的弧型管片，每6片
安装成一个跨隧道圆弧，管片之间用巨大的
螺帽紧固。 以往看到的混凝土现浇工程，表
面都是毛刺刺的，而记者用手摸了摸地铁隧
道表面，相当平整光滑。

“这不只是铜墙铁壁，简直就是建筑艺
术品！”记者惊叹。

荩荩（下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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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程

点击2018春运关键词

———朱健先生印象记

■湘江周刊 无论世事如何，
做一个挺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