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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冬至已至，太阳正在北回，春的
消息不远， 岁末的开放型经济成绩
单满眼亮色———

进出口一路高歌猛进， 增速保
持全国领先，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
“三类500强”项目纷至沓来，招商
引资质量和效益双双提升；新增78
家湘企“走出去”，对外投资稳居中
西部前列；城陵矶口岸全年突破50
万标箱在望， 湘欧班列跻身全国前
五……

今年以来， 湖南开放强省发力
奋进，开放型经济加速奔跑。

开放型经济运行稳中
向好，主要指标跨越增长

“今年以来，全省商务和开放型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主要指标增幅
均高于全省GDP增速和全国平均
水平，部分指标进入全国前列。”12
月20日，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在全
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年终座谈
会上介绍。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前11月进
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

1至11月， 全省进出口总额
2700.3亿元，增长25.8%，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
第六；其中，出口1745.1亿元，增长
26.3% ； 进 口 955.3亿 元 ， 增 长
24.9%。

招商引资质效齐升， 新引进投
资 2 亿 元 以 上 的 重 大 项 目 652
个———

1至11月， 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149.05亿美元，增长11.5%；实际到
位内资5500.9亿元，增长17.3%。大
项目、500强项目纷至沓来，1至11
月全省新引进投资2亿元 （外资
3000万美元） 以上的重大项目652
个，总投资额9874.67亿元。

“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投资
稳居中西部前列———

1至11月， 全省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业务完成营业额74.4亿
美元，增长19.7%。新增境外企业78
家； 实际投资额15.6亿美元， 增长
19.5%。

口岸运营业绩显著提升———
1至11月， 航空口岸出入境人

数259.6万人次，增长12%，继续居
中西部省份前列。 岳阳城陵矶口岸
集装箱吞吐量45.4万标箱， 增长
16.1%，全年突破50万标箱在望。湘
欧班列共发运进出口货物176列，
增长17.3%；货值7亿美元，同比增
长13.2%。 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实现进出口额73.8亿美元， 增长
80%。

开放结构持续优化，
开放质量不断提升

今年6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与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签
订20台新型混合动力“火车头”框
架协议及首批4台机车订单。这是
中国自主研制的“火车头”首次出
口德国， 标志着中国轨道交通装
备整车产品获得世界高端市场认
可。

今年以来，开放型经济量在大
幅增长，质也在不断提升，开创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出口产品结构提质增效稳步推
进， 越来越多的湖南出口产品向价
值链高端攀升，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
术产品继续充当出口主力， 积极抢
占国际高端市场， 其中机电产品出
口占同期湖南出口总值近半， 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占一成以上。 今年以
来，中联重科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湖
南工程机械大量出口， 同比增长近
五成。前11月，全省出口轨道交通
装备达20.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倍。

进口不断扩大， 进出口更趋平
衡。进口指定口岸功能凸显，平行汽
车、冻品、粮食、水果、水产品等进口
扩大。每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有3
班包机，往返于长沙与北美之间，来

自太平洋彼岸的波士顿龙虾、生蚝、
三文鱼、帝王蟹、金枪鱼等国外优质
海鲜， 通过全货包机源源不断地
“飞”到长沙。据长沙海关统计，今年
前11月， 我省进口水海产品1.75万
吨，进口额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6倍。

产品市场不断扩大。今年以来，
中车株机土耳其项目进入整车设备
的集中交付期， 带动中车株机出口
大幅增长；中联重科参与泰国机场、
轻轨等多个项目建设， 并筹建白俄
罗斯、 土耳其和沙特基地。 我省与
美、韩、日等传统贸易伙伴关系持续
巩固，前11月，对“一带一路”等新兴
市场进出口增长38%。

招大引强成效显著，500强项
目纷纷入湘。1至11月， 全省新引
进98家“三类500强”投资项目170
个，投资总额4075.46亿元。其中，
德国大陆、英国保诚、伟创力、施
耐德、台湾仁宝、浙商银行、亿利
洁能、中南控股、东旭集团、柳桥
集团、环嘉集团11家500强企业首
次落户湖南。目前，在湘投资的世
界500强存续企业172家， 比2016
年增加32家。7月，2018湖南-长三
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在上海、杭州、
南京、昆山4地成功举行，共签约
省 级 项 目 152 个 ， 投 资 总 额
2948.57亿元，引进资金2607.29亿
元， 签约成果为我省历届“沪洽
周”之最。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前11个月，全省新
设外商投资企业251家， 同比增长
61.9%，是近3年来新设外资企业数
量最多的一年。

国际物流更加畅通，
开放平台进一步夯实

岁末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忙碌
有序，36条国际航线往来欧洲、美
洲、大洋洲、非洲、亚洲，新开通的国
际全货机航线畅通了外贸空中通
道；岳阳城陵矶港，上通川渝，下达

长江及沿海各主要港口， 万吨巨轮
可通达岳阳； 长沙货运中心长北货
场，一列列“湘欧快线”班列满载电
子产品、鞋服、五金等货物，运往欧
洲、中亚、中东等区域……

今年以来， 我省国际物流通
道加快拓展， 开放基础进一步夯
实。长沙航空口岸新开至北美、孟
加拉、 菲律宾全货机航线以及至
伦敦洲际客运航线。 张家界航空
口岸开通至河内、胡志明、香港、
雅加达定期航线。 湘欧班列新开
长沙-蒂尔堡、怀化-明斯克班列，
累计开通线路达到8条， 汉堡、布
达佩斯线路实现双向运行， 直接
途经国家15个， 物流服务覆盖国
家30个。 长沙综保区开通至东盟
跨境卡班直通车。

国家级经贸平台实现了历史性
的突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印
发了《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总体方案》，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正式获批， 湖南的
开放发展又增添了一个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平台。中国-非洲经
贸博览会也确定将正式落户湖
南。

今年长沙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桥
大市场获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进境水果指
定口岸、 进口药品指定口岸等成功
获批。目前，我省进口指定口岸达12
个，居中西部前列。

一大批国际经贸平台涌现。湘
江新区投资10亿元的集国际贸易
与融资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正式运营； 全省园区外贸综合服务
中心总数达58家，基本实现全省覆
盖；丝路联盟、丝路研究院、“湘企出
海+综合服务”平台成立运营；埃塞
俄比亚湖南工业园、 湖南老挝现代
农业产业园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建
设稳步推进……

开放规模扩大，开放结构优化，
开放平台夯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开放的湖南正乘势崛起！

邹晨莹

又到一年考研时。比起盛行的“读
书无用论”来，数据也许更有说服力。
据《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
显示，报名人数达到290万人，较上年
激增52万人，增幅达21.8%，成为近十
年增幅最大的一年。

今年是恢复研究生教育40周年。
40年来，我国学位制度从无到有，研究
生规模从小到大， 托举起多少学子渴
望改变命运的梦想。 不管是出于提升
就业竞争力， 或是继续深造提高学术
研究能力，还是有名校情结，研究生教
育都承载着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
年龄人群的热切希望。

教育是民之生，更是国之计，抓教
育是为抓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麻省理
工学院周边高技术工业园区林立，斯
坦福大学创造了“硅谷”，高质量的教
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们对高
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迫切， 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研究生
教育处于国家教育体系的顶端， 是培
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 对于我国

来说，更是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
复兴伟业的人才倚柱。

“双一流”建设启动后，高校发展
迈入更为竞争激烈的时期 ，不少知名
高等学府在稳定甚至缩减本科培养
规模的同时， 大幅扩大研究生教育。
这是典型的在高原上建高峰的举措。
但不能不正视 ， 研究生培养中存在
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
到位的短板 ， 存在培养模式不能充
分满足高水平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人才培养要求的问题 。 最优的解决
途径就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多
提供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机会 ，
加快建立从研发试验到生产无缝对
接的创新链条 。

当然，也不能过于急功近利。科学
研究毕竟不是直接办企业、做生意。每
每听闻某项科学研究有所突破， 人们
总会急切追问 “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
益”？若是一味追求立竿见影，难免显
得有些狭窄。“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
知无用之用。”同样地，研究生培养，令
其能够妥善运用知识和智慧创造创新
是应有之义，除了“实用”二字，须有更
大的价值指引，从而更好回答“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开放型经济加速奔跑
———奋进又一年·2018湖南经济回眸②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12月24日，全省教育大会在长
沙举行。 湖南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
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方式
了解到了会议的盛况。 大家纷纷表
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
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开启教育现
代化的新征程、新局面，为加快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
献!

� � � � “这是近十年来规格
最 高 规 模 最 大 的 教 育
盛 会 ”

“这是近十年来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的教育盛会， 为湖南教育改革
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具有
里程碑意义， 必将在湖南教育发展
史上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彭小奇说，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省委、省政
府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 以与
时俱进、 改革创新的精神破解城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难
题， 在全国率先恢复了免费师范教
育， 启动了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计划项目， 为提高湖南乡村基础教
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奠定了优质人力
资源基础。

“我有幸现场聆听了省委书记
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的讲话，备受鼓
舞、令人振奋。‘强省’必先‘强教’，

‘强教’必须‘强校’的讲话，这为我
们办学治校指明了方向， 也提振了
各校办好学校的信心。 ” 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勇说，会
后， 我们将立即组织全院师生认真
学习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努力
为湖南科教强省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

“全省教育大会的召开，充分
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教育工作的
高度重视，凸显了教育在党和国家
事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地位。”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王
德华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教育大会精神，切实增强发展教育
的责任感、 立德树人的使命感、安
心从教的荣誉感，不断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努力开创岳阳教育改革
发展新局面。

“开启了湖南教育高
质量发展新的一页”

“全省教育大会开启了湖南教
育高质量发展新的一页。”长沙理工
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说， 深入贯彻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觉得一是
要突出思想理论引导， 更加聚焦立
德树人， 努力培养具有湖湘文化底
蕴和红色基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要突出教师“引路人”作用，防
止教育管理功利化倾向。 引导教师
真正回归教学， 要彻底改变日常教
育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克服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方式，给教师
更多尊重，还课堂于老师，更好体现
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三
是突出扎根湖湘大地办教育， 在服
务新湖南建设中加快学校内涵建设
和特色发展。

“全省教育大会再次吹响科教

强省的集结号，让我们倍感振奋，深
受鼓舞。”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陈弘说，党和国家的事业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优秀的大学和
高等教育，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和乡
村振兴、 美丽中国建设等重大战
略，迫切要求我们审时度势，主动
适应，奋力赶超。湖南农业大学将
紧紧围绕建设一流农业大学的要
求 ，坚守“农 ”字本色，聚焦作物
学、园艺学、畜牧学、生物学等特色
优势学科，培养更多的直接为“三
农”服务的优秀人才，贡献更多的
乡村振兴科技成果，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更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省领导的讲话为我省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聚焦建设科教强省，扎实推
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民
说，湖南师范大学作为部省重点共
建“双一流”大学，我们将切实肩负
起新时代教育使命，坚定正确办学
方向，扎根三湘大地办大学；坚守
师范教育特色，教“教人之人”、育
“育才之才”； 坚持服务湖南发展，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在
服务科教强省战略，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新时代新征程上贡
献更多成果、发挥更大作用。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教育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大会令人振奋，更催人奋进。
我们将着力提升教育质量，让人民

群众在教育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说，长沙
将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不懈追求，
始终把儿童友好作为长沙特色，始
终把品质教育作为城市名片，坚持
把教育公益性放在首位， 积极回
应、有效解决群众关切的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
用，为建设科教强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和健康湖南建设作为根本
要求，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发展水
平。”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
药研究院）党委书记秦裕辉说，我们
将全面落实“聚焦主业、深耕特色”
的重要部署，全面落实“不断发扬光
大中医药事业”的重要部署，为服务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服务
中医药事业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我从头到尾一直认真地做了
会议记录。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强
调，‘抓发展就得抓教育， 抓教育
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以及办好教
育的决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
委书记赵运林说， 在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进程中， 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专业
特色，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相结合，
写好“服务湖南”这篇大文章。为
湖南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中
南林智慧”。

奋力开启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全省教育大会引起热烈反响

让高端人才更多进入
经济建设主战场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国
斌）今天，省委宣传部在长沙举行部分
民营文化场馆馆长座谈会，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强调，要调动各
方力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进一步提
升社会力量办文化的规模和质量水平。

蔡振红指出，社会力量兴办文化场
馆是国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有益补
充，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提供特色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蔡振红强调，民营文化场馆的本
质属性跟国有文化场馆一样，是公益
性的， 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

要。要结合场馆自身实际，积极创新
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 探索良性循
环、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强化法律法
规制度保障，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
展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做好
经验总结和典型推介，为民营文化场
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截至2017年底， 全省社会力量
参与举办和营运的公共图书馆 99
个、文化馆69个、乡镇文化站540个，
备案的民办博物馆25家。 座谈会上，
雨花区非遗馆等11家民营文化场馆
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长
沙市等有关单位和地方负责同志介
绍了情况。

蔡振红在部分民营文化场馆馆长座谈会上强调

提升社会力量办文化的
规模和质量水平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吴昊 黄欢） 今天上午，
湖南省纪念援外医疗45周年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3
个单位和5位历届援外队员代表作了
典型发言。副省长吴桂英出席。

从1973年起，我省先后承担了向
非洲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派遣医疗队
的任务。45年来， 我省共向受援国派
出长期援外医疗队员36批438人次，
短期援外医疗人员11批133人次，累
计诊治患者80多万人次，开展手术20
万余台， 培训当地医护人员8千余人
次。45年来， 我省援外医疗队员牢记
祖国重托，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 的援外医疗精
神，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扩大
了中国影响，也树立了中国形象，为密
切我国与受援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湖
南作用。

吴桂英指出， 援外医疗工作是一
项政治任务。 湖南要以援外医疗45周
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领导、提升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强
调，要立足新时代，把握新要求，精心
挑选优秀医务人员参加援外医疗队，
着力整合资源打造精品项目， 更好地
发挥我省援外医疗队的综合作用，提
高援外医疗工作的成效， 开创我省援
外医疗工作新局面。

我省举行纪念
援外医疗45周年座谈会

吴桂英出席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燕 赵勇

12月25日清晨6时，韶山市韶山乡
韶山村村民毛映军一番洗漱后，便在家
里的跑步机上开始热身。作为韶山市微
型马拉松队队长，这天他将带领163名
队员，参加在韶山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活动。

“毛主席曾题词‘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以长跑运动回应他老
人家的号召、 以健康方式纪念伟人诞
辰，很有意义。”毛映军说，近年来，群
众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其微型马拉松
队从最初十几人发展到如今上百人，
健身长跑氛围日益浓厚。

上午9时30分， 随着发令枪响，
3000余名身着红色运动服、参加“健
康跑” 的人员从韶山市烈士陵园奔跑
而出，好似一团火焰，瞬间点燃了现场
观众的热情，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39分52秒！ 来自贵州遵义的17岁
小将白龙安第一个跑过终点，获得长跑
活动男子组12.26公里赛程冠军。他说：
“我也是出生在红色土地上的孩子，从
小就听了很多关于毛主席的故事。今天

来到毛主席家乡参赛， 既兴奋又激动。
只要有机会，我以后每年都会来。”

切菜、剁肉、摆桌……在距赛场起
点5公里的韶山村村部广场，村民们在
为12月26日的寿面宴忙碌着。

“每年12月26日凌晨5时起，我们
村就会供应寿面，一直持续到上午10
时。” 韶山村党委副书记庞立民说，今
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纪
念日，大家在3天前就开始砌灶、购买
面条等，热情高得很。

“今年是我第12年为寿面宴掌勺。
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我们
动员了125位村民来筹办寿面宴。”韶
山村村民毛李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
今年除了有肉丝寿面， 还增添了牛肉
寿面，准备了剁椒萝卜、花生米等，以
满足各种口味的客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12月 26日零时刚过，
毛泽东铜像广场歌声悠扬。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挥舞着党旗、 国旗，或
手持黄花、手举毛主席铜像涌入广
场。此时的广场仿佛成为了一个合
唱舞台， 每位游客都唱出了对毛主席
的敬仰之情。

冬日故园思念浓

� � � � �荨荨（上接1版）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必须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
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
基地作用， 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
国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应
当坚持以下工作方针： 坚持党的领
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
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
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巩固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坚持联合办学、开放办学，汇聚优质
资源， 提高办学质量； 坚持严以治
院、严以治教、严以治学。

社会主义学院院训是：爱国、团
结、民主、求实。

此外，《条例》 还就社会主义学
院设置和领导体制、 班次和学制、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中华文化教
育、 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 学员管
理、机关党建工作和队伍建设、办学
保障、执行与监督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条例》自2018年12月22日
起施行。2003年11月27日中央统战
部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暂行

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