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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荨荨（紧接1版①）完成了长安益阳电厂4套
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以及有色冶炼、 无机化
学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完善了重点大
气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 省定50个重点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已完成12个。 全面淘

汰“黄标车”、老旧车辆和141辆高排放公交
车，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
已完成85%。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
出入车辆冲洗、路面硬化、拆迁工地湿法作
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做到“100%”。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昭山“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升”

的实际行动收获了丰厚的“绿色”回报：昭
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50余项游乐项目让
游客体验浪漫的海滨风情; 途居昭山房车
露营基地依山傍水， 进驻房车百余台，为
休闲度假的游客提供全新的自然体验；北
大未名(昭山)生物医学创新示范园项目如

火如荼，将建成“医、药、养、健、游”五位一
体的健康产业基地……

如今的昭山示范区，正围绕“文化、旅
游、健康、养老、体育”五大幸福产业精准
出招。今年，该区计划实施健康、文化、旅
游项目26个。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2.1%， 技工贸总收入同比增
长13%。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农机奏响丰收曲，‘天下粮仓’更稳固 。”

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介绍， 近两年， 按省
委、省政府部署，洞庭湖区实施农机化提升
工程，大平原机械化作业在“双抢”中优势
明显。

2016年12月， 省政府正式启动洞庭湖区

农业机械化提升工程。 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
亿元，奖补安乡、沅江、湘阴、大通湖等9个县
（市区），创建粮油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扶持
现代农机合作社，补贴农民购买先进适用农机
具。湖区各县（市区）还整合相关涉农资金，拉
动社会资金投入近30亿元，农机化装备水平大
步提升。

目前，9个项目县（市区）已建成水稻全程
机械化核心示范30万亩。项目补贴拉动湖区新
增各类高品质、大马力、生态环保型农机具2万
多台套，补齐机防、机烘、机插等短板；整修和
新建机耕道逾1万公里，让农机“有路可走、下
得了田”； 新建机库棚近10万平方米， 让农机
“有家可回”。

� � � � �荨荨（上接1版④）
6月以来，该公司启动生产区绿化、亮化、

美化工程， 大力实施厂区环境专项提质升级，
拆除旧设备旧厂房， 腾出场地建绿地公园，修
文化设施，厂区主要道路全部改铺沥青。投资

300余万元购置新的清扫车、洒水车、喷雾车，
加大厂区清扫力度和喷洒频率，打造“绿色工
厂”。换装后的涟钢厂区将新栽种乔木、灌木2
万余株，新增草坪6万余平方米。

华菱涟钢总经理肖尊湖表示，将持续加大

主动对接娄底城区发展的力度，把厂区环境美
作为新涟钢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让娄底市民切
实感受涟钢环境的美好。据了解，到2020年，
华菱涟钢还将投入25亿元至30亿元，利用新的
工艺和技术，全面实现工厂公园化。

湖南对外交往
大事记

1982年 8月 9日 ， 长沙市与刚果
（布 ） 布拉柴维尔市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 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
对友好城市， 也是湖南省与国外城市
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1983年3月25日，湖南省与日本滋
贺县缔结友好省县关系， 是湖南的第
一对省级友好城市。

2003年11月15日，首届中国芷江·
国际和平文化节在湖南省芷江侗族自
治县举行，通过“节会”的形式，在国际
范围内弘扬“和平”主题。

2016年8月27日 ，“中国旅法勤工
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正式开放，是湖
南省唯一一座在国外建设的主题纪念
馆， 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勤工俭学
纪念馆。

2017年12月23日， 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驻长沙总领事馆正式开馆 ，这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政府在湖南
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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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6月底， 湖南牵手非洲新朋友———
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 我省的国际
“朋友圈”又添新成员。

1982年，长沙与刚果（布）首都———
布拉柴维尔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成为
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
市，也从此开启了湖南对外交往的崭新
篇章。

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湖南加速拥
抱世界，拥抱开放，拥抱机遇。目前全省
已经结成83对友好城市，在湘投资的世
界“500强”企业达168家，16个国家在湘
设立签证中心，湖南人足不出省就可办
理签证。

一个自信的湖南正阔步走向世界。

不临海、不沿边，湖南要加速发展，开
放的基因必不可缺。

2016年11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
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为湖南的发展
烙上了开放的印记。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
湖南对外交往的步伐更加坚实。

开放的湖南，吸引着世界目光。
第15届东亚论坛、 金砖国家协调人第

五次会议、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5
次高官会、第4届对非投资论坛、中俄中小
企业合作圆桌会议、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
化节……近年来，湖南承办了一系列“国际
范”十足的对话交流平台，在更大的舞台上
展示了湖南的开放形象。

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让湖南与世
界越走越近。

2014年6月， 长沙开通至法兰克福的
直航航线，成为湖南开通的首条洲际航线。

4年时间里，长沙已陆续开通至法兰克

福、洛杉矶、悉尼、墨尔本、莫斯科、开罗、阿
斯旺、伦敦8条洲际直飞航线，丰富长沙至
日本、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及
地区的航线，构建起通达亚、欧、美、非、大
洋洲五大洲的国际及地区航线网络。

2016年以来，法国、德国、意大利、英
国、 瑞士等16个国家相继在长沙设立签证
申请中心，其中，西班牙在中国12个城市新
设立签证申请中心， 长沙是其中唯一的中
部城市。 一场说走就走的欧洲之旅对于湖
南人民而言，触手可及。

阔步走向世界的湖南， 正成为越来越
多的国家不可错过的选择。

去年12月， 老挝在长沙设立总领事馆
的消息“刷爆”了湖南人的朋友圈。老挝与
湖南不沿边、不接壤，在中国已有一些城市
设有总领馆的情况下， 为何要选择一个内
陆中部城市设立领事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原本在云

南谋生的湖南商人来到老挝， 从最初的中
老边境贩卖小五金、电子产品，拓展到摩托
车汽车销售、手机销售、农林牧渔业等多个
领域，据悉，目前经商务部门核准备案在老
挝投资的湖南企业达160余家， 合同投资
总额近10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湖南与老挝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取得显
著成果，高层访问频繁，开通长沙—万象直
航航班， 签署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一
系列举措更加促进了两地各领域友好交流
合作和人员往来。

顺势而为， 水到渠成。2017年12月23
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长沙总领事馆
正式开馆，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政
府在湖南设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湖
南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与世界沟
通的桥梁正越架越宽、越架越远。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湖南一步步敞
开心扉，向世界展示独特的“湘韵”“湘情”。

1987年，由31人组成的湖南友好代表
团应邀赴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参
加中国节活动。 湖南代表团进行了民间艺
术、木偶、湘绣、竹刻等近40场300多次项
表演，观众逾万人，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
成为美国中西部各种报刊的头条新闻。

1988年，湖南粮油、工艺品、茶叶、湘绣
等部门应邀组团参加比利时沙勒瓦第35届
国际博览会， 一举拿下263万美元的交易
单，其中首次进入西欧市场的湘绣、猕猴桃
罐头、真丝制品等“湘”字号产品广受欢迎。

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 湖南
也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走向海外。

2014年12月， 一万多名泰国民众走
进泰国曼谷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

从1500多件湘绣、湘茶、湘瓷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国画、湘书及摄影作品中，感受
湘绣的神奇、品味湘茶的幽香、触摸湘书
的魅力；2016年2月，“这里是湖南———湖
南文化走进联合国”展览，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大厦里弹唱常德丝弦；2017年6月，
“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芬兰”，在“一
带一路” 西北延长线的芬兰刮起一股强
烈的“湖南风”……据统计，从2013年至
今， 全省共有217批次、2461人次赴66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 海外观众超
141.6万人次。

今年7月22日，旅居德国的湖南人杨伊
凡带着8岁儿子专程从德国不来梅市驱车，
赶到位于法国蒙达尔纪市雷蒙特列街15号
的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亲
手触摸祖国前辈们当年的青春和热血。”

蒙达尔纪纪念馆曾是蔡和森、向警予、
李维汉等革命先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寓
所。 得知当年这幢公寓居住的大多是湖南
籍的革命青年后， 湖南决定买下这幢有故
事、有温度的寓所，将其改造成一个小型纪
念馆，作为湖南走向世界的一扇窗口。

在法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下，2016年8
月27日，“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
馆”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上世纪初那一群心
怀救国救民志向追求真理的中国青年，和
蒙达尔纪这座小城一道， 再次栩栩如生地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蒙达尔纪纪念馆也成
为了欧洲联系中国、联系湖南的桥梁，成为
了中法交流的历史之窗、文化之窗、友谊之
窗和开放之窗。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勤
工俭学纪念馆，这里也有望成为“海外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一个地方的“国际范”，从他的国际城
市“朋友圈”可窥见一斑。

加入湖南国际“朋友圈”的第一位“伙
伴”，是刚果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
市。

早在1980年， 中国驻刚果人民共和国
使馆和布拉柴维尔市， 就向远在万里之外
的湖南省长沙市抛出了橄榄枝。此时，中国
和非洲国家还没有一对友好城市， 长沙市
与布拉柴维尔市的结好，意义重大。

能不能和外国城市“谈对象”？长沙市
政府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我市与外国建
立友好城市的请示报告》。在报请外交部同
意后， 省政府批准了长沙与布拉柴维尔的
“恋爱关系”。

1982年8月7日， 时任长沙市代市长熊
清泉率团访问布拉柴维尔市。9日， 双方正
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
和刚果人民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市缔结友好
城市议定书》，决定在教育、文化、农牧业和
卫生方面展开交流合作。

第二位“申请加为好友”的城市是日本
鹿儿岛市。

1982年10月30日，长沙市与鹿儿岛市
举行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 开启了两市
36载的“蜜月期”。如今，在长沙晓园公园，
依旧矗立着鹿儿岛市赠送的“友好和平”青
铜群像；在鹿儿岛市的天保山公园，有长沙
仿照爱晚亭捐建的“共月亭”……它们都见
证了长沙与鹿儿岛的甜蜜交往。

长沙一口气结交了两位“国际姐妹”，
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城市“交朋友”的愿望。

1983年3月24日， 时任省长孙国治率
领湖南省友好代表团应邀赴日本滋贺县，
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和日本
国滋贺县缔结友好关系议定书》，“联姻”滋
贺，让湖南有了第一对省级友好城市。洞庭
湖和滋贺县境内的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
湖， 共同见证了两省县35年来在政治、经
济、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尤其是水污染
治理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合作。

30多年来，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湖南的国际“朋友圈”在加速扩张中。目前
全省已经结成83对友好城市， 其中省级友
城19对，市级友城53对，县级友城11对，总
数排名全国第14位。

省与省的交往、城与城的交流，让友谊之
花绚丽绽放。借助友城合作，意大利菲亚特等
世界500强“落子”湖南；全球十佳机场法兰克
福机场与长沙黄花机场建立战略合作并开通
两地直飞航线。湖南企业也积极“走出去”，中
联重科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注册成立合资
公司，推动高端机械装备“加速出海”。

各市州也积极参与“引进来”“走出
去”：湘潭市韶山积极与列宁的故乡———俄
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合作， 聚焦红色旅
游， 成功举办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
活动； 益阳市利用与以色列佩塔蒂科瓦市
的友城高层互访之际， 规划打造“以色列
(益阳)科技园”；郴州积极挖掘美国“飞虎
队”故事，促进湖南与美国地方人文交流。

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湖
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友
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转移、湘品出
湘、 环境保护等方面交流合作切实加强。
2016年3月牵手罗马尼亚比斯特里察省、7
月“联姻”匈牙利绍莫吉州，2017年4月结好
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一带一路”串起
了湖南不断壮大的国际“朋友圈”。

开放开明，湖南成为“不可错过”的选择

走向世界，自信展示湖南魅力

广交朋友，湖南越来越“国际范”

� � � � 2017年12月28日， 老挝驻长沙总
领事馆正式对外开放签证业务。该馆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政府在湖南设立
的第一家领事机构， 领区包括湖南、湖
北、河南、贵州。（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 � � � 2009年7月26日，“第一届小原良
节在长沙” 活动在长沙市晓园公园举
行， 日本鹿儿岛文化艺术交流团与长
沙市文艺团体同台演出， 并开展了系
列文化交流活动。（资料图片）

梁向锋 摄

2016年8月27日， 中国旅法勤工俭
学蒙达尔纪纪念馆开馆。（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 2017年7月2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芬兰”活动展厅内，湖南省杂技团的演员为观众表演杂技《芭蕾转
碟》。（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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