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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张斌 李
国斌 唐亚新）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湖南。在湘期间，中央媒
体和地方媒体组成的采访队伍， 将走进桂
东、汝城、道县、城步、绥宁、通道等地，重温
红军长征的光辉足迹，感受红色记忆，践行
初心使命。

湖南是红军长征途经的主要省份之
一，红军部队足迹遍及湖南境内9个市（州）
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传播了革命思
想，撒下了红色火种，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丰
功伟绩。一段段珍贵的史料，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让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们身临其境、
感动不已。

人民日报湖南分社采编中心主任何勇
刚到湖南工作才几天，首站来到桂东采访，
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湖南是革命圣地、红
色热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都是共产党人

的宝贵财富， 激励着我们新闻媒体人不断
践行‘四力’，更加坚定信仰，巩固初心，践
行使命。”

“桂东是一片红色土地，在这里，我们
能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第一次踏上桂东
的土地， 光明日报科技部常务副主任金振
蓉十分感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走长征
路？就是要找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尤
其是年轻一代继续发扬长征精神，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

“睹物思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们重
走长征路，重新感受工农红军那种不怕牺牲、
不畏艰辛的革命信仰。这种信仰在我们工作
和生活中，乃至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都有
着重要作用。”光明日报记者李睿宸说。

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镇长坪村是一
个采访点， 这里的退休干部殷汝才家里曾
为红军战士治过病， 他爱人的舅舅是乡间
郎中，也救过受伤的红军。 荩荩（下转11版）

感受红色记忆 践行初心使命
央媒“记者再走长征路”走进湖南

新华社记者 阳建 张玉洁 王小鹏 丁蕾

夏日，三湘大地，草木葱茏。
在山水洲城长沙，“合作共赢， 务实推进

中非经贸关系”的标语告诉人们，它已整装以
待，恭迎不远万里的非洲客人。

27日至29日， 非洲53国的经贸代表团将
齐聚长沙参加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吹响中
非经贸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新征
程的号角。

中非经贸关系稳如磐石

新中国成立后，中非经贸往来几乎是从零
起步。1950年双边贸易额仅1214万美元， 改革
开放以来， 中非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2000年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双方经贸合作更趋活跃。

6年来， 习近平主席多次踏上非洲大陆，
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做强和夯实“五大支柱”，出台

“十大合作计划”，推出“八大行动”。

如今，在“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的指引下，中非友谊的巨轮行稳致远。尽管世
界经济复苏曲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
球化暗流涌动，中非经贸关系依然稳如磐石，
保持良好增长势头。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

一个工业体系全、产业实力强，一个市场
潜力大、 资源人口多。 纵观中非经贸合作历
程，从来都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荩荩（下转4版）

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征程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冒蕞 刘
笑雪）今天上午，省政府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在长沙举行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 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曼青，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会
谈。

2016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与省政府
签订“十三五”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在电子
信息、新能源、光伏扶贫、装备制造、新型智
慧城市等领域全面合作。今年1月，省政府、
长沙市政府先后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签署
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共
建国家集成电路装备创新中心， 合作建设
集成电路成套装备国产化集成及验证平
台。

许达哲感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长期以
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
近年来，湖南抢抓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大力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积极打造中
国内陆创新开放新高地， 着力培育壮大工
程机械、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新材
料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湖
南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合作基础扎实、前
景广阔。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优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际
科技前沿，在集成电路装备创新、信息产业
发展、智慧能源系统建设、光伏扶贫等方面
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共进、互利共赢。欢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来湘参加即将举行的中
非经贸博览会和今年7月举行的第六届中
俄“两河流域”青年论坛等相关活动，共同
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吴曼青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将继续
聚焦主业和核心技术， 加强与湖南在装备
研发制造、 新能源开发利用、 技术成果转
化、光伏扶贫等领域合作，发展好在湘下属
企业，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

省政府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举行会谈
许达哲出席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李永亮

作为全国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株洲市在新一轮医改中积极破题，取
得明显成效， 连续两年受到国务院办公厅

通报表扬。
破解“看病难”，株洲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 完成了哪些答卷， 获得了什么样的成
绩？

荩荩（下转2版）

让百姓家门口舒心看病
———株洲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纪实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备受瞩目、意义非凡
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今天在长沙隆重启幕。
从去岁初秋的对非投资论坛到今年盛夏的经
贸博览会，不到一年时间，中非在湘江之滨两度
拥抱，合作之花在麓山脚下再度绽放。

这是一场承载着26亿中国和非洲人民对美
好幸福生活向往的经贸合作盛会。作为对非合
作“八大行动”的第一大行动，中非经贸博览会
是湖南第一个国际性、国家级、常态化的经贸平
台，是我省承担的重大国家使命。三天时间，14
场活动、六大板块的展览展示，密集的日程映衬
出中非经贸合作无比广阔的空间；53个非洲国
家、万余名嘉宾欣然赴约，高朋满座的盛况将为
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过去 ，因为相
同的命运际遇，中国与非洲是并肩战斗、相互
援手的好兄弟；如今，追求幸福生活的共同理
想，让中国与非洲成为重情重义的发展伙伴。
适应新时代中非经贸发展新趋势、 新特点以
及新需求，打造综合性中非经贸合作新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经贸举措落实新平台、 地方对
非经贸合作新窗口，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内
容丰富、精彩纷呈。

放眼非洲，昔日“被遗忘的大陆”正在快速成
为“发展的热土”，中非携手合作助力“非洲雄狮”
加速奔跑。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
同比增长20%。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乌干达水电
站、苏布雷水电站、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阿尔
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遍布广袤非洲大陆上
的众多基础设施项目，凝聚着中国情感，贡献着
中国智慧，挥洒着中国建设者的汗水。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湖南是毛泽东主席
家乡， 非洲人民对这位伟人怀有着深厚特殊
的感情；“一粒种子” 拉近了非洲与湖南的距
离，20多年来， 发源于湖南的杂交水稻技术，
让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看到了摆脱饥饿的希
望。密切的人文交往、友好城市缔结 、援非医
疗派遣等， 让相隔万里的湖南与非洲携手并
肩，一起编织“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
而这，只是中非友好交往的一个缩影。

志合者， 不以山海为远。 寂寞千余年的
“黑石号”沉船出水，无言地诉说着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辉煌；如今，人气爆棚的湖南-非
洲企业合作中心、 高桥大市场人头攒动的非
洲商品展销馆、满员满座的湘非直达航线，正
一笔笔勾勒出湘非经贸合作甜蜜幸福的远
景。远隔重洋的非洲大陆已成为湖南企业“走
出去”的战略要冲，一大批湘企走向非洲投资

设厂，投资合作项目覆盖农业、矿产资源勘探
和开发、对外贸易、建筑业、纺织服装和制造
业等多个领域。“湖南制造”“湖南建造” 为非
洲振兴赋能，带动着湖南的技术、装备 、标准
加速走向非洲。从湘非合作之“一斑”，可以窥
见中非经贸合作的“全豹”。

作为中非经贸合作的 “加速器 ”，首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成功可期。 博览会围绕经贸合
作主题进行整体设计和深度展开， 将推动中
非在贸易、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突破， 形成一
批实实在在的成果， 使中非经贸合作迈向高
质量发展。设立非洲商品展销馆，搭建 “互联
网+博览会”平台，将为非洲非资源类产品走
进中国、进入湖南开辟便捷通道，打造永不落
幕的中非经贸博览会。

作为东道主 ，湖南准备好了 。热情似火 、
文明有礼的湖南人民，将以实际行动，为非洲
朋友和国内嘉宾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营造
宾至如归的良好氛围。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主
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
擘画出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蓝图， 彰显出中国
人民对非洲各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期待，
借助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一平台， 中非经贸合
作这艘巨轮将满载成果起航， 为共筑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
注入强劲动力

———祝贺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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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在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赴日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大阪峰会之际，在“熊猫杯”全日本青
年征文大赛中获奖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致
信习近平主席， 表达了对习近平主席的问
候和祝福以及他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良好
意愿。习近平主席给中岛回信，寄望两国青
年为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明天作出积极贡
献。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收到了。得
知你长期学习中文并研究中国文学， 通过
积极参加征文比赛和访华交流活动， 增加

了对中国的认识、 加深了同中国朋友的感
情，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在信中说，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
近邻，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
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 希望中日两国
青年加强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
久友谊， 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出积极贡献。 希望你更加积极地参与中
日友好事业。

中岛大地在大学时代学习中文， 研究
中国文学， 曾经多次参加和中国有关的征
文比赛并访问中国。

习近平给“熊猫杯”征文
大赛获奖的日本青年复信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孟姣燕）别具
风情的非洲各国展馆、 全面清晰的中非经贸
合作成果展示、琳琅满目的非洲特色商品，精
彩亮相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第一届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6月27日在长沙正式启幕。中非
经贸合作成果展区、非洲国家展区、案例方案
展区、中国省区市展区、企业展区、网上博览
会展区等六大展区喜迎宾朋。

在非洲国家展区， 极具非洲风情的各国
展馆已布展完毕，非洲友人不远万里把“看家
宝贝”搬到了会场，忙着把展品一一上架。在
乌干达共和国展馆，咖啡、葡萄酒、鲜花等农
产品精美陈列； 走进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展
馆，仿佛置身东非大草原，野生动物、蓝天碧
海等展板博人眼球； 几内亚共和国展馆，木
雕、服装服饰等产品各具特色；塞内加尔共和

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毛里求斯共
和国、塞舌尔共和国等国则把“风景”带到长
沙，展馆内便可饱览非洲迷人风光。

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区， 主要展示了近
年来中非在制造加工、双边贸易、农业技术、
经贸园区、文化旅游、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等
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

本次博览会展览展示设六大展区，共4.3万
平方米。 其中，53个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我
国28个省市区均分别设立独立展馆。此外，网上
中非经贸博览会已于6月26日上午正式上线。

据悉， 本次博览会展览展示将于6月28
日、6月29日对公众开放。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六大展区喜迎宾朋
中非经贸博览会展馆6月28日、29日对公众开放

导 读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来湘出席第一
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的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郝鹏，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楼阳生，江
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易炼红等国家部委、各
省（区、市）、中央企业负责人及专家代表。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欢迎大家来
湘，感谢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区、市）、各
大央企、 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此次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大力
支持。他说，举办中非经贸博览会，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
对非合作“八大行动”的一项具体举措，也
是湖南首个国际性、国家级、常态化的经贸
平台。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传承
发扬毛主席家乡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的情
谊，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区、市）办展布展
的成功经验， 努力把中非经贸博览会办出
成效、办出特色，进一步拓展湘非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 全力服务各方开展对非交流合
作，与大家一道，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杜家毫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认真做好“六稳”部署要求特别
是稳经济、稳就业、稳安全，经济社会保持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希望国家有关部委、
兄弟省（区、市）、中央企业、专家学者一如
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交
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郝鹏代表与会嘉宾高度评价湖南近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表示，湖南
举办中非经贸博览会， 为各方对接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对非开展务实合作搭
建了重要平台，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 一方面不断加强与非洲各国的
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深度参与湖南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共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
同体添砖加瓦， 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加油
鼓劲。祝愿中非经贸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陈飞
参加会见。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
出席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

6月26日晚， 小鹿
雕像与璀璨烟花相映，
美轮美奂。当晚，为庆祝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
召开， 一场数字影像艺
术焰火秀在长沙橘子洲
上空上演。焰火秀分《有
朋自远方来》《多彩非
洲》《美丽中国》《锦绣潇
湘》《相约长沙》《共享未
来》6个篇章，将激光、灯
光、LED影像等多媒体
艺术与焰火完美融合，
充分展示了长沙媒体艺
术之都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宋乐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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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立志出乡关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开端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记者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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