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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6日至7日， 第四届对非投资
论坛在长沙隆重举行。 这场盛会不仅吸引了
吉布提、纳米比亚等35个非洲国家的35名副
部级以上官员齐聚， 还邀请到了刚果共和国
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和塞拉利昂共和国
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两位非洲国家元首
出席，另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等13个国际及区域组织机构
的100余名代表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
于2019年6月在湖南举行， 并将永久落户湖
南。 这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唯一的国家级对
非经贸落地机制，也是湖南第一个国家级、国
际性对外开放平台。

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湖南正逐
渐成为对非合作的“排头兵”。

“毛主席家乡”是第一印象

“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乡”，这是许
多非洲国家和人民对湖南的第一印象。

数不清的非洲人民深深爱戴着毛主席。
他们没有忘记， 在中国还不富裕的年代，
毛泽东主席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就克服困
难支持非洲。坦赞铁路正是那个时代中非友
谊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
亚， 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
脉来进行矿产贸易， 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
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
遭到拒绝。1965年，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
次访华， 他向中国政府提出协助修铁路的请
求，得到毛泽东主席的积极支持。1970年，坦
赞铁路正式动工，1976年建成通车。 这也是
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援外建设项目之一。

2015年6月， 在湖南举办的“非洲国家
驻华使节湖南行”活动中，乌干达、阿尔及利
亚、中非、刚果共和国等36个非洲国家驻华
使节应邀来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并
向毛泽东同志铜像献上花篮。 使节团团长、
乌干达驻华大使查尔斯·玛迪波·瓦基杜索
表示，毛泽东同志很伟大，不仅中国人民爱
戴他，非洲人民也十分敬仰他，自己很早就
想到韶山看看。

2018年8月底， 受邀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几内亚比绍总统若泽·马里奥·瓦
斯专程来湘考察访问并表示， 与中国牢不可
破的友谊，是由几内亚比绍“国父”卡布拉尔

与毛泽东主席亲手开创的， 此次访问毛主席
的家乡，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衷心期待
与湖南积极推动构建友城关系， 不断加强友
好交往，进一步密切在经贸、旅游、农业特别
是水稻种植领域的合作。

而对于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人民而
言，湖南也是“白衣天使的家乡”。

1973年，湖南首次向塞拉利昂派出援外
医疗队，1985年起又承担了对津巴布韦的援
外医疗任务。45年来， 湖南先后向两个国家
派出援外医疗队员36批共439人次， 已经累
计为20多万当地群众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
这些援外医疗队员远离祖国与亲人， 在艰苦
而又陌生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 全心全意
为受援国人民服务， 赢得了受援国医务同行
的肯定，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赞扬，并和当
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结伴同行的路上互相扶持

作为毛主席的家乡， 在发展的道路上，
湖南与友善的非洲朋友一道， 结伴同行、互
帮互助。

1982年，长沙与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
尔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是湖南与外国缔
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
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随着我省对外开放
的步伐越来越坚实，湖南向更多的非洲“小
伙伴”发出了“好友申请”。截至目前，湖南的
非洲“朋友圈”扩大到了8对，其中省级友城2
对。

结伴同行的路上，少不了互相鼓励、互相
扶持。

吃饭问题是长期困扰不少非洲国家的大
问题。 以隆平高科为代表的湖南农业企业和
农业专家，带来了资金、技术、经验，帮助非洲
国家发展农业生产，减少饥饿和贫困。

近年来， 隆平高科在利比里亚建立了农
业科技研发中心； 在塞内加尔实施以水稻和
蔬菜为主的农业技术援外项目； 在东非岛国
马达加斯加，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万公
顷，平均每公顷产量约7吨；在塞拉利昂等西
非国家，杂交水稻的产量同样表现不俗。

他们不仅带去了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
更带去了先进农业生产方式， 让古老的非洲
大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魅力。 据不完全统
计，隆平高科已累计举办约150期培训班，为
非洲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农业技术人员
2600多名。

从长沙到非洲的南苏丹，129.9万册教

材的墨香飘越上万公里，为南苏丹这个“世界
上最年轻的国家” 送去知识和希望。2017年，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承担了我国首个综合性“教
育援外”项目———“援南苏丹项目”。项目启动
一年多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先后组织近200
名南苏丹骨干教师来华培训，与南苏丹方合作
编写1-8年级数学、英语、科学的教学大纲、教
材及教师用书等，成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援外
模式。

“湘字号 ”产品 、技术和服务
遍布非洲

眼下， 埃塞俄比亚阿达玛市的埃塞俄比
亚·湖南工业园内， 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景
象：已建成的高规格标准厂房整齐气派，正在
建设中的部分项目热火朝天。

作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重点项目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首个由省级政府推动、在非洲建
设的境外工业制造合作园区， 埃塞俄比亚·湖
南工业园正成为湖南产业和企业进入非洲的
支点。目前，已有三一重工、北汽福田、毅荃服
饰等企业签订了入园意向协议。

近年来，湖南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
将目光投向商机无限的非洲大陆。 据统计，截
至2018年7月，湖南在非洲总投资额8.4亿美元，
在非洲投资企业共114家。 中车株机、 隆平高
科、三一重工、远大住工等一大批湘企纷纷走
进非洲，涉及农林牧渔业、建筑业、贸易、机械
制造业、矿产资源开发、商业服务批发等。

“湖南企业发展到哪里，对外合作平台就
搭建到哪里。”为此，我省外事等部门加强与各
驻华使馆、国际机构联系，积极搭建湖南同非
洲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分别举办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湖南
行”“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
撮合对接会”和“湖南———非洲地方产业合作
对接会”，为“湘企入非”“湘非合作”铺路搭桥。

在有关部门的助力下，越来越多的湘企开
始在非洲扎根、生长，并且喜获丰收。

三一重工逐步形成了以南非大区和北非
大区两大区域阵营为中心的经营格局；中建五
局、中国水电八局、湖南中扬建设、湖南建工、
湖南环达路桥等一批工程企业，已在埃塞俄比
亚、马里、肯尼亚等国打开了工程承包市场，参
与非洲国家的公路、隧道和桥梁建设，进一步
带动工程机械、海工设备、建筑材料等关联产
品出口。

共建“一带一路”的征程中，湖南与非洲在
合作共赢道路上结伴同行，渐入佳境。

朱永华

2018年12月31日下午，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耳鼻喉科45病室的会议室， 一改平日
紧张肃静的气氛： 医生护士与病人家属用
包饺子的形式迎新年。 大家擀面皮、 调馅
料、包饺子，偌大的会议室里弥漫着喜庆气
氛。病人家属邓女士说，真没想到这家医院
竟让我们如此开心。

邓女士的观感， 无疑是对一种社会刻
板印象的改变———医院是一个门难进、脸
难看、钱难交的地方，一般人会敬而远之，
实在躲不过，也会步步小心、处处留意，生
怕医生护士给你使脸色。正因为如此，湘雅
医院在特殊节点与患者和家属的互动，就
显得出人意料而又难能可贵了。

究其实，任何行业、任何机构部门都是社
会机器中某一社会功能、职责的施行者。服务
与被服务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每一个社会单
元在服务他人的同时， 也享受着别人提供的
服务， 从这层意思上延展， 没有谁比谁更优
越，没有哪个单位比别的单位更高级。之所以

出现诸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很关键的一点
是因为发展不充分，导致据有“稀缺资源”的
人群或部门中的某些人的态度倨傲， 从而激
发矛盾， 郁积社会负能量。 要消除这种负能
量，一要靠发展，二要靠制度建设，更要靠行
业的自律和作为。

我们欣慰地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
构、部门通过改进作风、提升服务质量，赢得
了社会各方的赞誉。这几天来，为了克服冰雪
带来的出行不便影响， 长沙高铁南站全员取
消休假，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在站台、进站口、
出站口等安全关键岗位除冰扫雪， 确保地面
干燥不打滑，充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另一路
在候车室负责旅客乘降，为旅客提供解释、咨
询等服务，并尽力安抚滞留旅客，全力做好滞
留旅客的疏散工作。 正是因为社会方方面面
各司其职、倾心努力，让湖南在应对这场极端
天气时各项工作从容、有序、高效。

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发展、 追求超越
的时代，但是无论怎样，和谐、平安是每一
个人的必需品。寄望新的一年，各方共同努
力，让未来的日子更加和谐美好。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吕芳）面对极端天气，湖
南电信积极应对，快速响应，立即启动紧急
预案，全面加强通信保障。

该公司实行抗冰雪灾害24小时信息
报送制度，省市县三级联防联动，提高抗灾
响应速度和效率， 确保因恶劣天气导致的
故障快速修复， 最大程度降低因冰雪天气
给人们带来的不便。

据悉， 该公司根据天气预警提前防范，

在大雪来临之前，已经为邵阳、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张家界、益阳等分公司提前发送应
急供电保障移动油机115台， 确保因大雪造
成的基站停电能第一时间启动油机发电，并
对移动网络、 光网和装维抢修进行了重点保
障，多支应急抢修队伍顶风冒雪，奋斗在抗冰
雪保畅通的一线。 2018年12月30日上午9
时，怀化洪江黔城广电基站退服出现故障，怀
化洪江电信分公司立即启动紧急抢修，经过7
小时的紧张抢修，至16时恢复通信。

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从“毛主席的家乡”到“杂交水稻”，再到遍布非洲的“湘字号”，湖南与非洲———

结伴同行 渐入佳境

�荨荨（紧接1版③）主要领导要负总责、亲自抓，
及时研究解决抗雪防冻救灾工作中出现的重
大问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科学应对，加强值班值守、巡查巡逻，确
保道路交通指挥、调度、执勤、疏导等各项工
作和应急处置不出疏漏， 实现保交通、 保供
电、保民生等目标。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抗
击冰雪工作中锻炼和发现干部， 把党员干部
在抗雪防冻救灾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责

任、党性观念、宗旨意识、工作作风作为考察、
识别、任用和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

通知明确， 广大党员要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始终站在抗击冰雪工作
最前沿。要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志愿服
务队、党员巡逻队以及设立党员先锋岗、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等方式，做到哪里工作最艰苦、
哪里情况最紧急、哪里群众最需要，共产党员
就出现在哪里，战斗在哪里。农村基层党组织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要坚守岗位，做到
贫困户必查、危房户必查、五保户必查，确保把
冰雪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元旦春节将近，通知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结
合走访慰问、“双联帮扶”等工作，不折不扣地
贯彻落实民生保障政策和关怀帮扶措施，认真
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下的扶危济困工作，确
保他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冻、不挨饿，安心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春节。

�荨荨（紧接1版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
潭、邵阳、株洲、常德、娄底等市州通过创新发
行方式，强化督导监管，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党
报党刊发行任务。郴州、怀化、永州、益阳、张
家界、岳阳等地深挖需求，拓宽渠道，实施重
点突破，力保存量。长沙、衡阳克服基数大、机
构精简等困难，想方设法确保了总量完成。

省直单位积极主动征订党报党刊，《湖南
日报》收订创历史新高，《人民日报》《求是》等
主要党报党刊收订都实现了新突破。 省直高
校全部完成订阅任务，湖南农业大学将《湖南
日报》订到所有班级和党支部；省国资委系统
实现了新的突破； 省直机关工委强化行业监
管，实施重点突破，组织公共购买。省委组织

部、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等单位分别用党费
和工会会费购买一定数量的《湖南日报》，赠送
给困难企业、基层党组织、“两新”企业以及全国
劳模，实现了有效精准覆盖。

邮政系统扩大征订队伍，主动对接服务，推
行电子征订发票，提高报纸发行时效，有力地推
进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回首雄关漫道真

如铁，感悟人间正道是沧桑，展望长风破浪会
有时，在奔涌不息的时间长河中，2019年仍将

不舍昼夜、一往无前。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锐

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创造无
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 ）

让未来的日子更加和谐美好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马宁）昨天凌晨，西气东输三
线长沙支线工程全线开始进行氮气置换，
实现了新管线与正在运行的忠武线潜湘支
线管道的连通。这标志着国家“天然气互联
互通” 重点工程———西气东输三线长沙支
线工程完工建成。

自2005年以来，西气东输工程先后在
湖南省建成忠武线潜湘支线、 西二线樟湘
联络线等多条大口径长输天然气管道，管
道总里程达310.43公里。截至12月29日，西
气东输已累计向湖南省分输天然气210.3
亿立方米，惠及6市12县。

西气东输三线长沙支线工程起于安沙分

输清管站，途经长沙县、望城区到达湘江以西
的望城末站，沿线穿越公路、河流、沟渠、鱼塘
及地下电（光）缆、和地下管道达300多处。线路
长度45.6公里，设计输气能力30亿立方米/年。

长沙支线工程从2018年7月15日正式
开焊到全线贯通，历时170天，进场作业机
组累计31个， 高峰期现场施工人员达612
人，主要设备投入302台（套）。全体参建人
员克服施工环境复杂、 工程难度大等诸多
困难，按期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长沙支线工程是中国石油“气化湖南”
的重点建设项目， 主要承担向长沙（湘江
西）、益阳、常德等地的供气任务，也是长沙
燃气城市环网的主要供气点。

西气东输三线长沙支线工程完工
主要承担向长沙（湘江西）、益阳、常德等地的供气任务

湖南电信快速响应保障通信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杨琳） 湖南铁塔公司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积极应对冰雪冻凝天气，
快速展开抢险力量，有力保障3家运营商通信
恢复，确保服务不中断，客户感知不降低。

湖南铁塔与各地气象、供电、交通等相
关部门密切沟通， 根据掌握有关信息判断
灾害影响和安排抢险工作。 各市州分公司
与运营商召开保障对接会， 核实确认重要

保障站点清单并制定保障优先级， 对重要
保障站点、节点汇聚站点、人流量密集地带
提前进行部署，加强安全检查，排查消除隐
患。各区县提前做好维护人员防冻物资、车
辆防滑链、发电油机、油料等应急保障物资
准备，对车辆、发电油机、仪器仪表进行检
查， 为抗冻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前做好
了准备。截至发稿时，湖南铁塔累计出动抢
修人员1336人次，抢通基站757站次。

湖南铁塔全力以赴保通信畅通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戴帅汝）从2018年12月29日晚
开始影响湖南的暴雪天气过程现已基本结
束，但大部分地区气温仍在零摄氏度以下，冰
冻天气维持。本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与
2008年、2011年的雨雪冰冻天气相比， 谁强
谁弱？省气象台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2008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
长，将近1个月，以冰冻为主；此次雨雪天气过
程持续时间短，以雪为主。”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刘剑科表示，假如把2008年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定义为5级过程，2011年和今次过程分
别可定义为3.5级和3级， 本次过程是2011年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以后最强的一次。

实况显示，2018年12月27日晚至31日，
湖南出现了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最强

时段29日晚到30日，长沙、岳阳、益阳、常德、
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娄底等市州共21
个县市出现了暴雪（最大降雪量在临湘，达
24.8毫米）。全省85个县市有积雪（最大积雪深
度在南县，达20厘米），长沙积雪达13厘米，湘
中以南出现30个县市冰冻（最大值在汝城，达
10.2毫米）。过程最低气温湘北局部达零下8至
零下6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阴雨
天气较多， 气温前低后高。2019年1月1日至2
日全省还将有一次小雨雪天气过程，2日晚本
轮低温雨雪冰冻过程结束，3日晚至5日白天
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刘剑科提醒，此次降雪范围大，后期出
现结冰范围也随之增大， 而且2019年1月1
日至2日白天省内还将有一次小雨雪天气
过程，大家出行要谨慎。

本次雨雪过程是2011年以后最强一次
最强时段21县市暴雪，85县市积雪；2日晚过程

结束，后期需防范道路结冰不利影响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芒果TV与华为近日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内容、技术、运营等方面开展
全方位深度合作，通过视频内容、会员及联
合营销、大数据推荐、应用推广等板块共塑
品牌、共赢受众、共建生态。

视频内容上，芒果TV的全部内容将注
入到华为视频， 华为视频用户可以收看芒
果TV的综艺和精品剧集。同时，华为视频
的全端全入口都将向芒果TV开放。

技术方面，华为将向芒果TV提供云计
算产品和解决方案支持，同时向芒果TV开

放相关技术能力， 实现人工智能自然交互
控制、精准内容分发和智慧媒体处理等。

2018年，华为智能手机（含荣耀）销售突
破2亿台， 在全球拥有超过6万家零售店。芒
果TV是领先的内容生产者， 拥有广大的年
轻和女性用户群体。 华为视频与芒果TV的
合作， 可以扩大华为对年轻用户的影响力，
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丰富高品质的内容体验。

在未来移动视频行业，芒果TV还将与
华为在AI技术研发方面寻求更多合作的
可能， 以精品内容和技术支撑打造良好的
移动观影体验，共同推动视频业务发展。

芒果TV与华为达成战略“联姻”
双方将在视频内容等方面深度合作

2018年12月30日，花垣县某公司员工们欢呼雀跃，表达努力工作，奋斗进取意愿，迎接2019年。 龙恩泽 摄

奋斗进取 欢乐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