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何金
燕）“友好的非中关系让越来越多的非
洲人开始报名学汉语， 这成为当地年
轻人追捧的时尚。 汉语已成为连接非
中人民、 尤其是非中青年的友谊之
桥。 ”一个月前，第十七届“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长沙落下帷幕，
尼日利亚小伙丁家明获得非洲的洲冠
军。“汉语桥”如同一位文化使者，吸引
越来越多非洲人关注湖南。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 文化交流、教育援助、旅游往
来……近年来，湖南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切实推进与非洲国家的友好
交往，加快与非洲国家的人文交流，取
得丰硕成果。

2017年2月， 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综合艺术团一行23人赴突尼斯参加海
外“欢乐春节”活动，行程两千多公里，横
跨凯鲁万、杜兹、加贝斯、纳布尔、突尼斯

5个城市。演出的中国传统戏曲、舞蹈、中
国杂技、中国民乐等，让突尼斯人民体验
到中国春节欢乐祥和的独特魅力，进一
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今年2月， 由中国驻摩洛哥大使
馆、摩洛哥文化新闻部、湖南省文化厅
主办的“湖湘风华·湖南书画展”在摩
洛哥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了7位湖南
书画家的40余幅作品，日均观展人数
约1200人次。

精准援非，授之以渔。湖南高校在
非洲乌干达、利比里亚、刚果（金）等地
设有孔子学院。 今年是长沙理工大学
利比里亚孔子学院建校10周年，10年
来， 该校已累计派出28名国际汉语教
师和志愿者，培养学生近万名。

盘活文化资源，提升旅游品质。目
前，湖南与非洲的旅游交流越来越多。
2017年， 我省共接待非洲游客78109
人次，“湘非”旅游交流不断加深。

编织人文纽带 搭建友好桥梁

湖南与非洲人文交往日益频繁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王鹤洋 ） 据海关统计 ，
2018年1至7月，湖南省对非洲双边贸
易总额达9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9%。 其中，出口50亿元，增长27.1%；
进口42亿元，增长56.4%。 出口产品以
机电产品为主，进口以矿产品为主。

近年来， 湖南与非洲的货物贸易
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3年来增势明
显， 海关统计显示，2017年湖南与非
洲的进出口总额约为2008年的3倍。
湖南的陶瓷、机电、纺织、服装等产品
源源不断出口非洲， 其中数量最大的
是机电产品， 而我省自非洲进口的货

物主要是矿产品、钻石等。
统计显示，1至7月，湖南省对非洲出

口机电产品23亿元，增长22.2%，占同期
湖南省对非洲出口总值的42%； 出口发
光二极管3.1亿元，增长231倍；出口高新
技术产品4.5亿元，增长2.9倍。 同期，湖南
省自非洲进口铁矿砂14.2亿元， 增长
26.8%，占同期湖南省自非洲进口总额的
34%；进口钻石2.6亿元，大幅增长152倍；
进口农产品6069万元，增长20.6倍。

此外，1至7月，湖南省与南非进出
口规模位列非洲各国首位， 为49.3亿
元，增长35.7%，占同期湖南省对非洲
贸易的53.5%。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绿盾2018”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
项行动第六巡查组从9月3日至10月3
日对我省开展巡查。 今天，湖南省“绿
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
动工作汇报会在长沙召开， 省生态环
境委员会办公室向国家巡查组汇报相
关情况。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 高压整治涉及自然保护区的生
态问题。 强力铲除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内违法违规种植的欧美黑杨、 建设的
矮围， 开展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
专项整治，确保“长江之肾”生态安全。
先后出台《湖南省自然保护区内采矿
权退出处置方案》《湖南省自然保护区
内探矿权退出处置方案》《关于全面禁
止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河道采砂
活动的通知》《湖南省国家级、 省级自

然保护区水电项目环境整治指导意
见》等政策性文件。

据悉，“绿盾2018” 专项行动的巡
查重点包括4个方面：2017年以来新增
的违法违规问题核查整改情况；“绿盾
2017” 专项行动问题整改情况“回头
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机
构建设、人员保障和资金保障等情况；
“绿盾2018”专项行动问题台账的建立
和销号制度执行情况。

“绿盾2018”专项行动第六巡查
组组长柳正指出， 湖南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上来。 按照中央的要求和
时间节点，把该整治的整治好，既不能
“一刀切”， 也不能遗留问题。 巡查期
间， 巡查组人员要以身作则， 一切从
简，圆满完成任务。

湘非贸易不断走高
今年头7月同比增长39%，其中出口增长27.1%，进口增长56.4%

“绿盾2018”专项行动巡查组来湘巡查
从9月3日起重点巡查违法违规问题核查

整改情况等4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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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贺
佳 苏原平 李茁 王亮） 初心璀璨，
梦圆潇湘。今天晚上，湖南省第十三
届运动会在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
幕。 省委书记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运动会开幕，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致开幕词，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谢建辉、冯毅、刘莲玉、
王柯敏、张大方、张灼华出席。 开幕
式由副省长、 第十三届省运会组委
会主任吴桂英主持。

本届省运会由省人民政府主
办，省体育局和衡阳市人民政府、邵

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比赛时间
为8月18日至9月14日（部分项目提
前进行），其中衡阳市承办青少年组
比赛，成年组比赛在邵阳市举行。青
少年组设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
乓球、羽毛球、田径等25个大项，金
牌684枚。 成年组设篮球、 男子足
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14个大
项，金牌101枚。 青少年组共有15个
代表团、6189名运动员参加， 成年
组有14个代表团、2352名运动员参
加。 无论是项目设置还是参赛人数
以及规模， 本届省运会均为历届之
最。

开幕式上，许达哲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表示亲切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南体育事业
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感
谢。 他希望广大运动员大力弘扬敢
于拼搏、勇于争先的体育精神，展现
最佳竞技水平，展示最优精神风貌，
创造最好比赛成绩。 希望组委会周
密组织各项赛事活动， 努力把本届
省运会办成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
盛会。运动员龙泽瑾、裁判员雷涛分
别代表参加第十三届省运会的运动
员、裁判员宣誓。

开幕式后， 举行了精彩的文艺
演出。演出分为《吉祥三湘》《湖湘长
歌》《盛世腾飞》《蓬勃湖南》以及《圆
梦新时代》5个部分， 呈现了衡阳人
文，传播了湖湘内涵，弘扬了体育精
神， 充分展现了体育为新时代增添
的澎湃活力与无限美好， 展望了湖
南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引人瞩目的
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龙清泉、向艳
梅、孙文雁、黄姿仪等湘籍体育健儿
在场内进行火炬传递， 最终主火炬
由里约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铜牌获
得者、 创造了中国田赛历史的衡阳
籍运动员董斌点燃。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贺
佳 孙敏坚 周帙恒 )今天，全省组
织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
杜家毫强调 ， 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
织工作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
将其贯穿到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
的建设、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中去， 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省领导傅奎、胡衡华、谢建辉、
张剑飞、叶红专、易鹏飞出席。 省委
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主持
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杜家毫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 鲜明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 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
组织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
循。从湖南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最核

心的是要坚定“两个维护”，不折不扣
贯彻执行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作出的
“一带一部”“三个着力”“守护好一
江碧水”等重要指示要求；最根本的
是要聚焦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
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省各
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最
重要的是要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把组
织路线全面融入改革发展大局之
中，更好地服务政治路线。

杜家毫指出， 做好湖南各方面
工作，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
要坚持问题导向， 始终以政治建设
统领组织工作， 着力提高选人用人
公信度，持续深化“带病提拔”、“三
超两乱”、档案造假等问题的专项整
治，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坚持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
点，把抓落实作为根本任务，把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贯穿始终， 坚持不懈

抓基础、抓提升，全面增强各级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杜家毫强调，要加快健全完善素
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
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切实做好干
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事业为上、严格管
理， 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干部。要立足长远发展战略，放眼各条
战线、各个领域，加强选拔储备优秀年
轻干部，抓好培养锻炼这个关键环节，
突出从严管理、动态管理，突出政治历
练和实践磨练， 加快培养打造一支堪
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
部队伍。 要聚焦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以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抓手，
紧扣发展需要集聚人才， 创新体制机
制吸引人才，强化政治引领凝聚人才，
加快建设人才强省， 全面提升人才发
展水平， 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发展开放
崛起的生动局面。

杜家毫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

党的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
实履行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
党委(党组)书记要牢固树立“抓党建
是最大政绩”的观念，确保党建责任
层层落实、任务层层落地。 各级组织
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要锤炼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练就精湛过硬的业务
本领， 恪尽公道正派的职业操守，坚
守清正廉洁的道德操守。

王少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
要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始终突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抓
牢组织体系建设这个重点，着力完善
科学严密的干部工作体系，大力实施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努力建设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以新气象
新作为推进新时代组织工作高质量
发展，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关键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
创新局面。

9月3日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
议，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组织路线， 对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进行了研究部署。

从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 “摆
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领航者”， 我们党始终以刀刃向内
的勇气和魄力， 以党的伟大自我革
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 新时代
的新征程上，新老问题叠加，风险挑
战交织， 我们面临的任务之重前所
未有，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责任意
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紧紧围绕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

怎样建设党”这一党的建设根本问
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在前不久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思想。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
我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本遵循。 我
们要着力在深学笃用上下功夫，不
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科
学化水平。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服
务党的政治路线， 从湖南实际出发，
就要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最
核心的是要落实“两个坚决维护”，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最根本的是
要聚焦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
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最重要的是
要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要坚持问题导
向， 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始终以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工作，在提
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上下更大功夫，持
续深化专项整治。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要把加强党
的组织体系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坚持不懈抓基础、抓提升，全面增
强全省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要把抓
落实作为根本任务，确保改革发展推
进到哪里，党的组织建设就覆盖到哪
里。 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贯穿始
终，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
一，严格落实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制和述职评议考核制
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 既要坚持整体谋划、统筹推进，
又要坚持分类指导、精准发力。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贯
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要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培养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要加
快健全完善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

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
体系”，切实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
理、使用工作。 要坚持以德为先，要
坚持事业为上，要坚持严格管理。

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以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 加强选拔
储备，注重培养锻炼，加快打造一支
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
干部队伍。 要以实施芙蓉人才行动
计划为抓手，加快建设人才强省，紧
扣发展需要集聚人才， 创新体制机
制吸引人才， 强化政治引领凝聚人
才， 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发展开放崛
起的生动局面。

最艰难的成功 ， 不是超越别
人 ， 而是战胜自己 ； 最可贵的坚
持 ， 不是历经磨难 ， 而是保持初
心 。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思
想， 奋力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新局面， 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提供坚强保障。

第十三届省运会在衡阳开幕
杜家毫宣布开幕 许达哲致开幕词 李微微出席

杜家毫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
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奋力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

� � � � 9月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衡阳市体育中心开幕。 图为吉祥物“衡娃”（红色）和“邵娃”（绿色）亮相开幕式。 唐俊 傅聪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远哲 张荣卿）今天下午，全
省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正式开班。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
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傅奎出席开班
式并讲话。

省追逃办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
市州纪委监委分管追逃追赃工作的负
责人、各市州公安机关分管“猎狐”工
作的领导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共约120
人参加会议。

傅奎在讲话中指出， 加强追逃追赃
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在中央纪委
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省委反腐败协调
小组加强统筹协调， 各地各部门认真履

职，全省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傅奎强调， 我们追逃追赃的决心

是坚定不移的， 各级党委要将追逃追
赃工作纳入反腐败协调小组总体部
署，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层
层压实责任。 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执着，把追逃追赃工作引向深入。要狠
抓“天网行动”，突出重点个案，坚持有
逃必追、一追到底。要强化日常监督，
建立完善制度，严格证照管理，织牢防
逃密网。要完善工作机制，锤炼过硬队
伍， 提高队伍水平。 要坚持一手抓追
逃、一手抓防逃，一手抓遣返，一手抓
劝返，坚定追逃必胜信心，腐败分子即
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追回来绳之
以法。

傅奎在全省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上强调

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珍) 为了借鉴湖南经验，
促进本国教育领域发展，近日，老挝教
育与体育部副部长孔西·盛玛尼率领
的老挝教育界代表团来到湖南访问。
在中南传媒旗下的天闻数媒科技有限
公司，孔西·盛玛尼详细了解了其数字
教育综合解决方案， 探索双方在教育
信息化建设领域的合作契机。

一块屏幕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可
以实时查看区域内的教育情况，掌握全
局动态；校长可以看到全校多维度的数

据汇总，为决策提供支撑；教师可以直观
地了解日常教学的质量，通过横向、纵向
对比查漏补缺；学生也能够全面查看自
己的学习记录，找准薄弱点和突破点。在
天闻数媒，其教育综合解决方案让老挝
代表团成员称赞不已。“天闻数媒现有的
技术力量和解决方案，能够很好地解决
老挝教育信息化的重大需求和客观要
求；也能够长期服务老挝的教育，通过产
品迭代，不断提升老挝教育信息化的水
平。”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介
绍。

老挝教育界代表团来湘考察
探寻教育合作新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