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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彭立新
叶文雄）近日，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教学改革 推动教学培训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试行）》，从提高政治站位、创
新教学方式方法、实施名师名课培养工程、提
高用学术讲政治能力等10个方面， 对教学改
革进行全面部署。

本次改革是继2015年第四轮教学改革后
的第五轮教学改革，改革之初就得到了省委领
导的重视和关心。2017年2月，省委书记杜家毫
视察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并与全体校（院）
委成员座谈， 明确提出党校教学要始终坚持
“党校姓党”原则，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
育，尤其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一

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教育
中心内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把党校建设
成为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 省委副书
记、省委党校校长乌兰十分重视和关心党校改
革发展，多次就坚持党校正确办学方向、抓好
主业主课、加强科研咨政、全面从严治校等提
出明确具体要求， 并专门就深化教学改革、办
好专题研讨班等作出指示。

在认真总结前四轮教学改革基础上，本
次教学改革围绕提高教学培训质量这一主
题，突出更严更实更高要求。 一是教学要求更
高。 规定所有教学专题必须经过个人备课、教
研部集体备课、校（院）集体备课“三级备课”
才能上讲台；1个月的主体班不得少于1次案

例式、 辩论式教学等非讲授类课程，2个月及
以上的主体班不得少于2次。 二是办法措施更
实。 对在校（院）集体备课中，投票通过率低于
2/3的课程不允许上讲台，各教研部每月集体
备课平均不得少于2次； 专职教师每年参加
“周五大报告”和“麓山求是”讲堂两个平台的
学习不少于10次。 三是课程调整力度更大。
如：学制3个月及以上的班次里考核排名最后
三名的课程、 自选课每一轮考核评分最后四
名的课程等，都要强制调整下来；专职教师被
调整累计2次及以上的不能参加专业技术岗
位竞聘。四是责任追究更严。对在教学中违反
政治纪律的责任人停课一年， 并予以相关党
纪处罚。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刘银艳）
我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企业年金
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6号），
以鼓励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日前，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企
业年金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备案方式、缴
费办法、监督管理等规定。

在备案方式方面，《通知》 明确了全体
职工讨论的方式， 并明确了用人单位企业
年金方案的备案地，本着便捷企业的原则，
采取属地参保属地备案的办法。

针对缴费办法，《通知》 明确职工工资
总额的计算办法， 可采取本年度或者上年
度的工资总额； 明确税收优惠按国家规定

执行； 明确中止缴费后恢复缴费时应提供
中止缴费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明确
企业缴费可适当向特殊人才倾斜； 明确国
有企业可设置补偿缴费办法； 明确追溯缴
费的办法， 不得早于湖南省实施企业年金
的时间且不得早于企业参保时间。

对于企业年金的监督和管理，《通知》明
确，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金监督
部门负责监督检查，重大情况应向省人社厅
基金监督部门书面报告。明确已建立企业年
金的企业要及时按要求重新备案。

《通知》要求，省内各地人社部门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 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类符
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 努力扩
大企业年金覆盖面。

湖南积极落实《企业年金办法》
细化明确备案方式、 缴费办法、 监督管理等

“三级备课”才能上讲台
省委党校启动第五轮教学改革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李琰卓）今天下午，省委党校在长
沙举行“起航新征程 奋斗新湖南”学员论
坛暨获奖征文颁奖活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9月以来，省
委党校在2018年下学期第一轮主体班学
员中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推动湖南
高质量发展”主题征文及学员讲堂活动，得

到了学员们的热烈响应， 大家紧密结合工
作、学习实际，畅谈学习感悟。最终，主办方
从136份征文中评比出一等奖7名，二等奖
11名，三等奖22名。 活动现场，来自厅干
班、中青班、处干班等8位主体班学员代表
作了主题发言。

此前，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
校（院）长严华为主体班学员作了题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 奋力推进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建设》专题辅导报告。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贺蓓 张帝） 无法精准掌握电网配
电终端运行状态， 一直是电网运维的“盲
点”。今天，国网湖南电力科学研究院发布
消息，由其牵头编制的《配电自动化终端状
态评价导则》正式实施，今后国家电网范围
内配电网智能终端运行状态管控和维护都
将有据可依， 电力用户用电可靠性可获得
有效保障。

目前电力网主要分为输电网和配电
网，其中，输电网是指220kV及以上电压等
级的电网， 主要起连接区域高压电网的作
用； 配电网是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
网，主要从输电网获取电能，并通过配电设
施逐级或就地分配给各类用户。

配电终端可靠运行， 直接决定配电网
智能化功能的实现， 进而关系到居民用电

可靠性。由于配电终端设备数量大、运行环
境复杂， 长期以来难以实时精准掌握配电
终端运行状态。配电网运行出现缺陷时，智
能化故障隔离、 处理功能往往无法正常发
挥作用，导致用户可靠用电受到影响。一旦
配电网出现故障， 电力抢修人员也无法在
抢修时快速及时定位故障部位， 只能依靠
人力对故障线路进行全线检查， 浪费人力
物力和时间。

自2011年始， 国网湖南电力科学研究
院着手破解这一难题，组建攻关团队，收集、
分析海量配电网终端运维数据，开展配电网
自动化精益化运维关键技术研究。经过长达
6年的攻关， 建立了国家电网20千伏及以下
中低压配电自动化终端状态评价导则和标
准化运维模式，实现了对配电自动化运行状
态管控和高效检修的有效指导。

配电终端状态全在“掌控”中
居民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有效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10月1日，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吴
宁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感情，对于
这位湘绣非遗传承人来说，更有来自对外文
化交流中坚定的文化自信。 最近在波兰、捷
克举行的“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周”活
动，80后的吴宁已经是第14次站在世界的
舞台， 用湘绣推进湖南与五大洲的文化交
流。

一丝一针传四代
湖湘文化璀璨夺目。9月中下旬， 吴宁代

表的湘绣，以及滩头年画、桃源绣、苗绣、铜官
窑陶瓷、棕编、剪纸、银饰、黑茶茶艺9个非遗
项目的传承人带上各自的“绝活”，在波兰、捷
克掀起了湖湘文化热。

吴宁的母亲袁友秋就职于省湘绣研究
所，曾创办青竹湖绣庄。1981年，这个在沙坪
的湘绣世家迎来吴宁降生。

“外婆是绣娘，外婆的妈妈也是绣娘。记
忆中，我从小是在绣架边长大的，很小年纪就
会用绣花针。”16岁那年， 吴宁开始跟随身为
湖南工艺美术师的母亲学习绣花。

大学毕业后， 吴宁在无锡创业打拼了近
10年，事业有成。传承湘绣的情怀始终萦绕心
头。 在长沙的绣庄， 所见主力绣娘们已近暮
年，而新生一代几乎绝迹，更是激起吴宁致力
湘绣文化传承发扬的决心。 拿起牵动四代情

缘的绣针和线， 吴宁将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和担当化作动力， 发奋研习技法。2010年，吴
宁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刘爱云收为嫡传弟子。

回到湖南后， 吴宁将家庭作坊式的青竹
湖绣庄升级，走上以企业为基地，推动湘绣技
艺传承和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乡情“湘粹”遍五洲
2013年12月，印度尼西亚中国（东盟）出

口商品展览会上， 吴宁第一次携湘绣走向世
界。至今年到访欧洲，吴宁和她的湘绣作品平
均每年有两到三次出国交流或者展销。

“每次出访都很累，日程很满、行色匆匆，
因出访需要， 有时候还要随身携带几大箱作
品，搬进搬出自己布展。”吴宁说，“但看到自
己的作品被外国友人称赞， 走入他们的日常
生活，我觉得所有的累都值了。”

此次波兰、捷克行，一幅双面全异绣作品
引起许多国际友人的好奇。 外国友人赞美是

“神奇的魔术”。展演中，还设有互动环节。许
多外国友人坐到绣架前， 用针和丝在绣绷上
煞有介事地忙活起来，其中还不乏男性。在交
流中，拗不过一些粉丝疯狂追捧，吴宁所带为
数不多的几件湘绣手包被买走。

历次交流中， 饱含吴宁满腔真情的作品
《竞艳》《雪景爱晚亭》《漫步青云一径通》《荷
塘新曲》《牡丹》《袁隆平绣像》《攻占总统府》
《和谐森林》《绣艺水墨中国》等，在亚、非、欧、

美洲、大洋洲展出，作品中蕴含的中国元素连
同湘绣本身，被广为传播。

融合创新向未来
“波兰传统刺绣敢于大胆用料，甚至将珠

子、羽毛等融入作品，而传统湘绣用色更加丰
富细腻，两者可以相互借鉴。”此次出访，吴宁
与波兰、捷克的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她又
有了新的收获。

吴宁相信，“拥有是最好的保护， 消费是
最好的传承”。 她不遗余力地将湘绣重归生
活，将产品饰品化、地图化、手信化，激活了湘
绣产品的日用特征。还不断创新产品形式，推
出了地图真丝绣、双面绣。

“今天的传统是昨天的创新，今天的创新
将成为明天的传统。”吴宁说，要从根本上解
决传统刺绣工艺传承难的问题， 必须结合时
代发展需要，融入创新，让湘绣符合当代人的
审美观念。为此，吴宁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
息艺术设计系（交叉学科）合作，大胆尝试，参
与制作了动态刺绣工艺品。

动态立体绣采用的是前沿新型记忆合金
材料，将其作为动态骨架嵌入立体绣花瓣中，
通过电路可控制花瓣开合， 使原本静态的刺
绣得以焕发生命般的动态活力。 动态维度创
新为传统刺绣领域提供了发展新思路。

“给非遗插上科技的翅膀，让非遗融入生
活， 湘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会走向更远
的未来。”吴宁坚定地说。

今天的创新是明天的传统
———80后湘绣非遗传承人吴宁的故事

省委党校举办
“起航新征程 奋斗新湖南”学员论坛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王晗)聚焦
智能制造，发力招商引资，湖南湘江新区“产
业项目建设年”高潮迭起。 10月7日至9日，以
“湘江智谷·驱动未来” 为主题的湖南·德国
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长沙举行， 来自湘德
180余名企业代表相聚梅溪湖畔， 深入挖掘
在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研发与
合作潜力，全力打造产业合作“新引擎”。

据了解， 德国是我省目前在欧洲第一
大贸易伙伴。 去年湘德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11.94亿美元， 德国在湘投资项目有120多
个，实际到位外资超过20亿美元。 近年来，
长沙与德国双边贸易稳步增长， 双向投资
日趋活跃。 今年1至8月，德资企业累计在
长沙投资1.98亿美元， 两地实现双边贸易
总额5.34亿美元， 同比增长45.95%。 以博
世、大众、西门子、麦德龙、卓伯根等为代表
的优秀德资企业在长沙落地生根、 蓬勃发
展，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长沙企业在德投

资也越来越多。
10月9日上午， 对接会现场重点推介

了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区以及新区
人工智能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情况。
据介绍，2016年起， 湖南湘江新区率先抢
滩布局，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落地，并以此为
依托，加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致力将新区
打造成为集研发创新、 系统测试、 智能制
造、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湘江智谷”。

“非常感谢这次对接会，为中德双方经
贸合作、 智能制造等领域搭建了一个交流
合作的平台。”德国卓伯根家居、博世汽车、
德国工商大会等企业和商会代表分享了智
能制造产业的前沿动态， 表示真诚期望与
长沙、 特别是湖南湘江新区达成更深层次
的合作。

当天下午，岳麓区高新区、湖南湘江智
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等分别与6家德
国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聚焦智造 共赢未来
湖南·德国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长沙举行

高山辣椒
助农增收
10月10日， 保靖县清

水坪镇龙潭村， 村民忙着
采收辣椒。 近年来， 清水
坪镇利用地理优势， 发展
高山无公害反季蔬菜， 种
植高山萝卜、 辣椒等， 加
快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步
伐。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