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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刘文韬）5月
27日至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康率调研组在我
省开展促进民族教育发展工作情况专题调
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参加了30日
下午召开的座谈会。

此次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度
监督计划内容， 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
实施。在湘期间，调研组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实地调研了民族小学、中学、职业中专、
职业技术学院等教育教学单位， 并听取了省
民宗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促进民族教

育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
李康对我省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所取得的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表示调研组将认真总结
湖南的好经验、好做法，争取在更高的层面破
解一些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难题。

李康指出，办好新时代的民族教育，要坚
持党对民族教育的领导，促进教育公平、结构质
量并重、 依法执教， 不断提升民族教育整体水
平。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实现
均衡发展。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
化交融创新，发挥民族教育在地区脱贫攻坚、高
质量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王可为）“六一” 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5
月31日上午， 副省长吴桂英来到省儿童医
院、 仰天湖小学看望儿童并送上节日礼物，
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在省儿童医院，吴桂英看望慰问了肝移
植术后的患儿、新生儿患儿以及肾病综合征

患儿，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并亲切交谈。听
说省儿童医院目前已与多个公益慈善基金
合作，救助大病和贫困患儿，她表示赞赏。她
指出，医院要继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积极
开展科学研究，同时要积极发挥湖南儿科医
联体牵头单位的作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为全省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在仰天湖小学，吴桂英认真听取了学生
关于科技创新成果的汇报。了解到他们发明
出过期食品报警器、 防楼梯踩踏报警器等，
吴桂英勉励他们继续勇于探索， 勤于创新，
将来为祖国发展作贡献。

随后，吴桂英来到课程研发中心，参观了
湘剧、书法、茶艺、湘绣、3D打印、无人机飞行等
PDC教育课程， 并与学生老师进行互动交流。
吴桂英指出，坚持开展多样的素质教育，有利于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适应社会与生活
的能力，创新精神以及独立思辨的能力，让孩子
们拥有快乐的童年，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基。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肖启 皮聪）今天，记者从湖南湘江新区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区资产经
营公司”）获悉，美团集团将在湘江新区成立
B2B业务湖南总部，目前工商注册登记等相
关工作已经启动。

今年4月3日， 在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
上，省委书记杜家毫发出邀约，期盼国内外
知名互联网企业将“第二总部”落户长沙，推
动形成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东有杭州、中有
长沙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新格局。

4月中旬以来， 湘江新区以完全市场化

的产业基金为抓手，瞄准移动应用、平台软
件、移动终端等8大产业领域，引大育强打造
互联网产业2.0版。首批上门拜会百度、阿里
巴巴、美团等21家目标企业，洽谈了解企业
总部（第二总部）投资意向及战略布局。基于
新区资产经营公司与美团集团在产业基金
上的良好合作，湘江新区管委会负责人带队
多次考察洽谈，最终促成了美团B2B业务湖
南总部落户。

美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生活
服务电商平台，聚焦到店、到家、旅行、出行
四大LBS（基于位置的服务） 场景业务。在

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中，美
团集团列第8位， 并以300亿美元估值跃居
“全球未上市科技公司”排行榜第5名。美团
B2B业务是中国领先的食材电商平台，作为
美团集团战略新兴业务，通过应用现代物流
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应用分析技
术，为广大餐饮商户提供优质的一站式食材
采购服务。

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进一
步强化政策支持，聚焦重点，强力突破，力争
更多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总部
（第二总部）尽快落户新区。

发挥民族教育
在脱贫攻坚中的推动作用
全国人大民委来湘调研民族教育发展情况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刘天胜） 首列中速磁浮列车已全部落
车，即将进入集成测试阶段。今天下午，省委
常委、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来到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调研， 他走进磁浮交通
系统中心， 登上绿白相间的时速160公里中
速磁浮列车，详细了解情况。他强调，要进一
步加速磁浮技术创新，抓紧技术攻关，提速线
上调试，推动我省磁浮项目尽快落地。

时速160公里中速磁浮列车被视为磁浮列
车家族中的“2.0版”。继国内首个商用“1.0版”磁
浮列车项目———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运营后，中

车株机正在加快磁浮“家族”新品面世速度，“3.0
版”中速磁浮列车首列样车也有望于明年下线。
磁浮列车将从解决城市内交通问题启步， 把运
输距离逐步扩展到城市之间以及更大的范围。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张剑飞对中车
株机中速磁浮项目重大技术创新产品予以充
分肯定， 要求抓紧解决轻量化这个运营成本
降低的关键问题， 往前推进动态集成测试及
线路投入，探索磁浮与观光等相结合，打造颜
值更高的系列化、小型化、单元化磁浮列车，
实现“更轻、更快、载客量更大”的目标，以满
足国内外轨道交通需求。

张剑飞在中车株机调研中速磁浮项目时强调

推动我省磁浮项目尽快落地

吴桂英“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儿童

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

美团B2B业务湖南总部落户湘江新区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毛志亮）今天，为期两天的省市（州）人
大民侨外干部学习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出席并讲话。

培训班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专
门委员会负责同志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
报了省十三届人大民侨外委总体工作规划和
2018年工作要点，省民宗委、省外侨办有关同
志作了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外事侨务和规
范因公出国管理工作辅导讲座。

杨维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确保人大

民侨外工作的正确方向， 始终做到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依法依程
序履职。要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围绕中心推进立法工作，特别是要
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指导， 做好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前期介入和审查批准工
作。要改进和完善监督方法，强化跟踪监督，
完善监督反馈机制， 在推进法律法规和省委
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上下功夫， 务求监
督实效。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抓好宪法及法
律法规、人大制度、民侨外业务工作等方面的
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升工作标准和工
作质量，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杨维刚在省市（州）人大民侨外干部学习培训班上强调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张尚武）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
“农交会”）， 将于今年11月1日至5日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还将举办第二十届
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本届“农交会”由农业农村部、湖南省
政府共同主办。今天上午，大会组委会通
报了各项筹备工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

冬玉、湖南省副省长隋忠诚听取筹备工作
的进展情况， 要求相关各方面开拓创新，
努力把本届“农交会”打造成为一场高水
平、 有特色的国内外农产品展示展销盛
会。

每年一届的“农交会”，是国内最具影响
力的大型综合性农业展会，至今已连续举办
15届，在宣传农业政策、展示农业成就、推广

农业技术、活跃农产品流通、促进贸易合作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农交会”以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为主题， 将充分展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成
就，展销各地优质农产品。此外，还将举办全
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全国乡村振兴战
略高峰论坛、中国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品牌论
坛等重大活动。

据组委会通报，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已确定组团参展，预计将有30个
以上国家组团参展参会。

第十六届“农交会”将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沙兆华）5月
29日至31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黄关春一行赴古丈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
指出，要坚定信心、突出重点、找准问题、压
实责任，精准精细精心打好脱贫攻坚战。

黄关春先后来到古丈县红石林镇坐龙
峡村、马达坪村，古阳镇丫角村，岩头寨镇梓
木村及古阳镇古阳村竹溪湾万亩茶叶基地、

古阳镇后门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地，对
古丈县产业扶贫、驻村对口扶贫、精准扶贫
情况进行了解，走访慰问贫困户。

黄关春指出，要坚定信心，提高站位，进
一步增强脱贫攻坚的工作力度。消除贫困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向贫困的宣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具体实践，能投身于这一伟大

实践中，使命光荣，责任神圣。要增强使命
感、责任感，用心用力用情、精准精细精心地
打好这场攻坚战；要突出重点，综合施策，力
求脱贫攻坚见实效，紧扣“两不愁、三保障”
的目标，切实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确保
各项保障政策到户到人；要找准问题，补齐
短板，切实做好精准脱贫这篇文章，针对每
个贫困村、每个贫困户的具体情况，精准施
策，整体合力帮扶，扶真贫，真扶贫，不断提
高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获得感； 要压实责任，
转变作风， 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时
刻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 严防各类利益输
送，确保脱贫攻坚工作风清气正。

黄关春赴古丈调研时指出

精准精细精心打好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