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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曾霖霏 王辉）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
拉开了推进14个市州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序
幕，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据
悉， 我省已要求各市州为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提
供人员和经费保障，并在8月底前向省科技厅提
交地区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方案， 年底前启动市
本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呈交工作。

建立健全科技报告制度是国家自上而下
推行的一项基本制度, 是推行科技体制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我省自
2015年正式启动科技报告工作以来，严格按照
科技部的统一部署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积
极开展省级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 目前，在
省级科技计划管理系统已嵌入科技报告呈交
功能，实现了2016年以后新立项的省级项目科
技报告呈交与项目申报、 结题验收渠道一致。
开展试点的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卫计委3个
省直单位及长株潭3市， 科技报告工作都取得
了一定成效。 如长株潭3市分别启动了市级项

目科技报告呈交工作，并已在省级系统呈交报
告80余份。

据悉，我省已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
设了“湖南省部门和地市科技报告管理系统”，
且呈交审核子系统功能已基本完成测试，向用
户进行了系统介绍与现场演示。 省科技厅表
示，下阶段湖南科技报告工作将进一步加强宣
传培训，深化省级试点，实现省级计划全覆盖，
同时规范科技报告管理，扩大报告开放共享程
度，提高科技报告公共服务能力。

湖南全面推进
市州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要求年底前启动市本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呈交工作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谭芳）“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毛
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描绘的梦想
现在正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子手中接近现实。

近日，由国防科大研究生学员赵航等制作
的创新作品“云触”远程机械手，在2018年 i-
CAN原创中国精英挑战赛中荣获特等奖。据指
导老师电子科学学院讲师李楠介绍，该作品通

过三维深度传感器捕捉人的手部动作，将肢体
的动作转换成机械手的运动， 结合4G无线通
信网络和精密的指尖传感器，可以真正实现千
里之外远程仿生操控的功能。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深海、太空、远程医疗、
家居服务等领域研究与应用的多样化需求，机械
手控制技术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已成趋势，像人手
一样灵活的机械手臂将来可以应用在远程医疗

手术、精密设备装配、反恐排爆、未知环境探索等
领域，甚至能够完成多种人工无法完成的操作。

iCAN比赛是由国际iCAN联盟、教育部创
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全球华人微纳米
分子系统学会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面向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年度竞赛，是教育部质量工
程支持项目之一。 该作品还将代表中国参加6
月底举行的iCAN国际总决赛。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易禹琳）5
月24日下午， 在长沙市溁湾镇地铁站厅，
具有民族风情的建筑、灯箱展示的洪江古
商城等怀化人文山水美景，橱窗里的通道
侗锦、夜郎竹艺、洪江黑陶、靖州雕花蜜饯
等风物，吸引了众多长沙市民观看。

当天， 怀化市人民政府与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甜甜
的怀化”旅游创意主题站厅同日首发。而
“神奇通道 好运侗乡”磁浮专列已于5月

22日出发， 向来往于黄花机场和长沙火
车南站的旅客展示怀化的“旅游名片”。

据介绍，2018年是国家全域旅游宣传
年。怀化市人民政府按照“主攻长株潭市
场、开拓珠三角市场、深耕怀化本土市场”
的思路，实行精准营销和整合营销。根据
双方战略协议，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将以天
闻地铁传媒等为行动主体，重点围绕怀化
文化旅游， 挖掘景点特色及非遗文化，立
体化、创意化营销推广“甜甜的怀化”。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路小路）亚麻的材质，素净的印染蓝色，这是

一个别致、侗味十足的茶包。简约的几何图形
构图，描上侗族爱用的红蓝两色，一幅幅侗寨
建筑、 侗族歌舞情景等在白色瓷器上风情四
溢……5月23日，在湖南工艺美院举行的通道
侗族自治县产业扶贫———侗文化创新设计作
品转化校企对接会上， 该校师生设计展示的
作品， 让前来参会的通道13家企业代表爱不

释手。
此次参会的13家企业有服装企业、土特产

企业、宾馆酒店、设计公司等，在发展过程中遇
到产品包装、产品营销推广等共性困难。在设
计作品样品展区， 记者看到样品品类繁多，有
服装、纺织品，也有装饰摆件、手机壳，还有现
代设计与侗族风情灵动合为一体室内空间设
计作品，多达50余件（套），都巧妙融合了侗文
化元素，迎合了企业需求。

2015年11月，湖南工艺美院与通道职中签
订了结对帮扶框架协议，并与通道侗族自治县
政府共建侗族非遗保护与研发工作站，从帮扶
一校到帮扶一县， 从教育扶贫到人才扶贫、产
业扶贫，构建了立体化的“通道模式”。此次校
企项目对接会签订了产品采用协议13份，产品
委托设计协议15份，达成包装设计、品牌设计、
工艺品设计、服装箱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
10大类产品共计218项合作项目。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刘姣 ）全省共27万干部参学，每天
上线学习的学员超过10万人次， 高峰期
同时在线学习的学员超过5万人。5月24
日，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通过省干部教
育培训网络学院举办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
班”，掀起了全省各市州、各省直单位干
部学习的热潮。

广大干部学员还积极参加专题培训

班在线测试， 目前有53731人通过测试。
另有16000多名学员积极撰写网络培训
学习体会，表达参加培训学习的收获。其
中，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系本
单位工作实际， 将干部网络培训与理论
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五化建设活动、
主题党日活动和“三会一课”活动等相结
合， 拓展了网络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
的新途径， 将学习落实到干部工作学习
的方方面面。

此次专题网络学习将持续至6月。

27万干部通过网络学习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通讯员 喻玲
记者 左丹）5月19日至20日，“PTV杯”第
十三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决赛在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举行。 经过激烈
角逐，最后评出8项一等奖，24项二等奖，
32项三等奖。我省中南大学参赛项目《基
于多元数据融合的列车晚点预测系统》
斩获一等奖，长沙理工大学的《“自发光-
可自洁”智能仿生水泥路面》等5个参赛
项目获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是目前国
内交通领域规格最高，关注度、参与度最
高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赛事。 大赛初赛阶
段共收到来自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等124所高校的380件作品，报
名人数和项目数均创历史新高。 最终47
所高校的80件作品入围决赛。 我省中南
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3所高校的8件作品进入决赛， 并斩获
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项。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黄乙珊） 5月20日，第11届湖南
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长郡双语实验中
学举行。 共有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354
支参赛队伍、830名参赛选手、372名教
练参加竞赛。

在两天时间里，参赛队伍参与8大项
20个组别的角逐。8个竞赛项目中， 有5
个是全国赛事的统一项目，包括以“细水
长流”为主题的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以“跃上巅峰”为主题的VEX机器人工程
挑战赛、以“家庭服务机器人”为主题的
机器人创意赛、以“海洋开发”为主题的
机器人综合技能赛、以“信息时代”为主
题的WER工程创新赛。 其余3个项目是
我省赛事的自选动作，即以“未来的家”
为主题的3D打印创意设计赛、教育机器
人即兴擂台赛、无人机编程竞技赛。

本届竞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共同主办。 根据全国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组委会安排， 本届竞赛将选
拔14支冠军队伍代表湖南参加今年7
月在贵阳市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

湖南省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举行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曾伟）“周秀芳老师是溆浦的天使，
更是浙江的骄傲。”5月22日，在北斗溪镇
上海交大安泰希望小学， 浙江日报记者
段琼蕾在了解了周秀芳老师的感人事迹
后，由衷地感慨道。

近段时间， 新华社、《经济日报》《湖
南日报》等媒体对宁波“支教奶奶”周秀
芳的事迹进行报道后， 在宁波市各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
委书记郑栅洁作出批示， 要求进一步挖
掘周秀芳老师的优秀事迹。5月22日至23
日，宁波市委宣传部组织《光明日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网、《浙江日报》、
宁波日报网等12家新闻媒体再次深入溆
浦采访报道。 采访团一行沿着周秀芳老
师的爱心足迹， 到北斗溪镇桐林弘盛希
望小学、 上海交大安泰希望小学及即将
援建的红花村小学， 挖掘周秀芳老师在
溆浦的大爱故事。

北斗溪镇红花村小学因破旧不堪已
经拆除， 该村50多位学生分散到附近小
学上学，十分不便。周秀芳老师了解情况
后，回到宁波主动与当地宣传部门联系，
希望能够发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帮助她筹
建第21所希望小学。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宣传科科长张绘薇介绍， 目前已经联
系好爱心平台， 预计6月份可以破土动
工，9月将让学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
课。

“当看到周秀芳老师被一群孩子包
围亲切地叫着周奶奶时候， 我被深深地
感动了。” 宁波鄞州日报记者吴海霞说，
她已是第3次来到溆浦采访报道周秀芳
老师的优秀事迹了，每次都有新的感动，
周秀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奉献的精神和
大爱的价值。“周秀芳老师的事迹感人肺
腑，作为媒体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
她的故事分享给所有人。”光明日报记者
干杉杉采访后坚定地说。

“支教奶奶”的事迹持续发酵
宁波组织12家媒体到溆浦采访

“甜甜的怀化”进驻长沙地铁站厅

千里之外实现远程仿生操控
国防科大学子荣获iCAN挑战赛特等奖

“校企对接”促侗文化创新设计

计生宣传受欢迎
5月24日， 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保利MALL广场， 长沙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5·29计生协

会会员日” 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情景剧表演的形式， 宣传优生优育和生殖健
康等科学知识，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理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王晗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龚颖 ）今天，记者从省人事考试
院获悉，2018年湖南省公务员考试笔试
成绩正式公布， 首次尝试同时公布考生
所报职位的成绩排序。

省人事考试院提醒考生， 此成绩
排序仅作职位排名参考， 入围名单以
公务员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考生可登

录湖南人事考试网（http://www.hu-
nanpea.com/） 进入成绩查询通道，输
入考生身份证号和姓名即可查询成
绩。

根据《湖南省2018年考试录用公务
员公告》 安排，6月上旬将进行省考资格
审查和体能测试，6月中旬全省将统一组
织集中面试。

2018省考笔试成绩发布
首次同步公布成绩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