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贺威）今
天下午，我省举行2019年海内外专家新
春联谊会，省委副书记乌兰致辞，希望

广大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各自岗位矢
志自主创新、奋力攻关突破，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湖南再立新功。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副省
长陈飞，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张灼华出
席，俞汝勤等13位两院院士出席。

乌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海内外
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并致以新年祝福。她
说，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广
大在湘两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与我们砥砺
同行、携手共进，大力弘扬科学报国的优
良传统，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为国家科技事业进步和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荩荩（下转2版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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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在北
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
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习近平等为获
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
正主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烈
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首先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

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
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
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
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

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
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
能持续快速成长。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

展，必须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
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局，调整优化重大
科技项目。

荩荩（下转1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 � � �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会见获奖代
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 � � �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杜家毫主持召
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网
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
工作责任制，扎扎实实做好全省网信
工作，在网络强国建设中彰显湖南作
为、奋力走在前列。省长、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许达哲出
席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乌兰，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委员出席，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规则》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细则》《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
实施细则》。

会议指出，网络安全事关国家政
治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要紧紧围绕
党的领导、地位作用、战略目标、原则
要求、工作方法、国际主张等方面，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把方
向、学方法、明举措、求实效，确保网
信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网信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但也存在不少短板和
差距。 要以成立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为新起点，坚持问题导向，充
分发挥我省在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
的优势， 努力在网络强国建设中彰显
作为、 走在前列。 要抓好网上正面宣
传，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
值取向， 加强议题设置， 有效创新表
达，把握好时度效，让主流意识形态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网络舆论的

“定盘星”。 荩荩（下转2版①）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在网络强国建设中
彰显湖南作为奋力走在前列

许达哲乌兰出席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贺
佳）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委外事
工作委员会主任杜家毫主持召开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
想，主动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和
国家总体外交， 聚焦服务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充分发挥湖南特色
优势， 努力在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
中实现更大作为。省长、省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许达哲出席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乌兰，省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委员出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
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
作细则》，书面听取了全省外事工作
情况、 贯彻落实2018年全国地方外
办主任会议精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仍然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对于统筹“两
个大局”、用好“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意义重大。党对对外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是对外工作的生命
线，也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
和最大优势。当今世界政经格局深
度调整，越是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
定，我们越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把增
强“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贯
穿我省外事工作始终，切实履行对
本地区外事工作的主体责任，定期
研究重大问题、 部署重要工作、抓
好督促落实，确保对外工作令行禁
止、步调一致。 荩荩（下转2版②）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主动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和国家总体外交
努力在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中实现更大作为

许达哲乌兰出席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曹辉）今天，由中国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促进会、省关工委、湘潭市
政府等举办的“民营企业发展和关
心下一代工作” 研讨会在湘潭市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在湘期间， 省领导许达哲、乌

兰、周农前往住地看望了顾秀莲一
行。

顾秀莲在研讨会上指出，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
开放的序幕， 发展民营经济是改革

开放的重要内容。 民营经济和民营
企业家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许多民营企业家热心公益事
业，关心下一代工作，捐钱捐物，以
自己为国家为民族贡献的实际行动
为下一代树立了榜样。

荩荩（下转2版④）

民营企业发展和关心下一代
工作研讨会举行

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乌兰在全省海内外专家新春联谊会上致辞

矢志创新奋力攻关
为新湖南建设再立新功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刘
文韬 通讯员 周洁 ） 今天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
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1月16日

至17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刘莲玉主持会议， 副主任杨维
刚、王柯敏、向力力、周农，秘书长
胡伯俊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对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支出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报告的批示精神。

荩荩（下转2版⑥）

� � � � 决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于1月16日至17日举行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赵琦）今天在北京举行的
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我
省单位主持和参与完成的27个项目
（团队）获奖。主持项目多、获奖层次
高，为我省近年来最好成绩。

一等奖共有4项。 中南大学何继善
院士主持的“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

探技术与装备”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
新团队、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
碰撞安全技术创新团队双双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国防科
大主持获得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项目（团队）中，我省单位主持
完成的有18项，优势研究领域持续发力。

特别是以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地矿冶金
环保领域、以国防科大为代表的信息领
域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电气控制领
域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以轨道交
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和农林、医卫
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荩荩（下转2版③）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获27项国家科技大奖
一等奖共有4项

就中吉建交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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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28次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