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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奉清清
通讯员 李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湖南省湘学
研究院及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
联合举办的“新中国70年发展逻辑与经
验”学术研讨会，10日在长沙举行。

这次会议， 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逻辑
与经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院、全国各大高校、省社科院有关专
家学者、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近百
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围绕新中国70年的奋斗

历程及其重大意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新中国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演进及基本经验，中
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新
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实践意义和
时代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7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展开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根本扭
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命运， 奠定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基础，
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徐婧）中秋假期将至，火车
票好买吗？高速公路出行怎么避堵？今天，
记者分别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省高
速公路集团了解到， 中秋假期高铁车票
紧俏，但增开了临客列车；小车通行高速
公路不免费，建议办理ETC快速通行。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以下简称
“广铁”）介绍，中秋假期广铁运输期间
（12日至15日），预计发送旅客690万人
次，同比增长11.7%。为应对客流高峰，
湘粤间将增开高铁列车。

其中， 广东往湖南方向增开高铁
15对，主要为往返长沙南、永州、衡阳
东、 郴州西、邵
阳、怀化南方向；
湖南省境内将增
开长沙南往返永
州、 怀化南的高
铁5对。

截至11日18
时，中秋节前（12
日） 和中秋节当
天（13日），湖南
往北上广深、怀
邵等热门方向的
高铁车票紧俏，
而普铁车票则相
对充足。

据 省 高 速
公 路 路 网 运 行
监 测 指 挥 中 心
发布 ，9月 13日
至 15日中秋 假
期，高速公路不
实 行 免 费 通 行
政策。预计12日
午后起至晚间，
全 省 高 速 公 路

路网流量逐渐攀升， 城市进出口收费
站流量激增，个别收费站（如长沙西收
费站）车流可能呈井喷态势，较易发生
缓行和拥堵现象。

省高速公路集团提醒，目前，我省
高速公路ETC用户总量已突破400万，
ETC车主在节假日通行高速公路时可
快速通过收费站，有效避免拥堵。建议
尚未办理ETC的车主尽快在各大ETC
发行银行办理。

提醒车主注意，9月为我省高速公
路施工高峰期， 可拨打交通运输24小
时服务监督客服电话12328，及时了解
相关信息。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刘燕娟）“节点”
就是“考点”！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巩
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省纪委省
监委组织相关部门，组成若干监督检查组，深入
省直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州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今天，本报记者跟随第三监督检查组，对省直某
单位及其直属的某考试院进行了明察暗访。

现场：“突袭”窗口，细查财务
上午8时许， 检查组一到达省直某单位，当

即兵分两路，一路来到业务经办服务窗口，另一
路径直到办公楼层， 随机抽查人员到岗情况和
工作纪律。

“这两名工作人员去哪了？”在一业务办理
窗口，检查人员发现有两人不在岗。

“有一位刚刚还在， 另一位是孕妇， 请假
了。”工作人员解释。

“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请假条？”检查人员记
下了名字和电话，并向人事处进行核查。

随后， 检查人员来到财务部门抽查账单凭
证，重点查看公务接待、差旅费报销、公车使用
等方面有无违纪情况。

“这4000元的专家授课费是什么情况？”“公
车登记17台，在用18台，是怎么回事？”检查组一
一询问，并将疑似问题线索登记在册。

经过一上午紧张的核查， 除了公车管理方
面有疑似问题线索，暂未发现其他明显问题。

重点： 专项整治是否传达落实
到位

与以往不同，此次除了有“常规动作”，检查
组还有“特殊任务”。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
题作为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 省委主题教育办
专门下发了整治实施方案和工作提示。 整治精
神是否传达到位、有没有开展自查自纠、是否对
省委“约法三章”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
况进行了“回头看”，成为本次检查的重点。

在该单位党组会议室， 检查人员详细翻阅
了会议纪要，了解举报线索收集和处理情况，与
干部单独谈话，了解相关情况并提出建议。

此外，揪出变异“四风”也是此次重点关注的问
题。“比如， 是否存在收送电子红包、 不吃公款吃老
板、公款购买和消费‘定制酒’、分批异地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变相公款旅游，领导干部是否存在违规参加
各类研讨会、论坛等问题。”检查人员介绍。

处理：列出问题清单，通报典型
案例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后的
第二天，湖南立即行动，释放了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的强烈信号，坚决防止工作上出现‘疲劳综合征’。”
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疑似问题线索， 各检查
组将列出清单，梳理汇总，并进一步核实确认，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例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节前明察暗访 揪出变异“四风”

刘燕娟

9月10日下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结束后，湖南省
纪委省监委立即就落实会议精神作出重要部
署，决定在中秋、国庆期间，派出监督检查组赴省
直单位、市州开展明察暗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成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亮丽名片。 但当前仍有个别党员干部
政治站位不高，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仍停留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总认为不就是一杯酒、一顿
饭吗？ 有必要这样较真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 而是长期

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去年 ，省委出台 “约法三章 ”，强调了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检验党员干部“四个意识”
强不强、是否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是否做到令行禁止和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标尺和试金石。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作为专项
整治的重要内容，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注入了强大动
力。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用滴水穿石、铁杵磨针的决
心锲而不舍纠治“四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盯住，一
年接着一年抓，持续在长和常、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
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短评

纠“四风”，不只是一杯酒一顿饭问题

荨荨 （上接1版）
创新， 真金白银的投入是保障。2018年，全

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近7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
的主体从政府为主扩展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近5年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55个、战略性新兴领
域科技攻关与产业化项目256个，一批标志性创
新成果脱颖而出， 很多成了湖南名片甚至中国
名片。

超高产杂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等标
志性创新成果领跑世界；C/C航空制动材料打破
了发达国家在该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 建成了国
内首条8英寸IGBT生产线；研制出“海牛”深海钻
机、大倾角离子注入机、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大容
量石墨烯电容等尖端产品； 在全国率先研发出体
外授精和胚胎移植技术、 治疗丙型肝炎的中药新
药；培育出三倍体鲫、三倍体鲤、“双低”油菜、优质
油茶、杂交辣椒等生物新品种。

湖南成了获奖大户， 近10年来获得国家科
技大奖约200项。

统计数据显示， 全省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
排名第12位， 科技进步对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接近58%。

以长沙、 株洲和湘潭三家国家级高新区为主
建设的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为湖南的
创新高峰， 获批4年多来取得了长足发展。2018年
自创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500亿元， 占全省的
近3成。今年上半年，预计自创区技工贸总收入和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均同比增长10%。

更加可喜的是， 随着一项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应用， 创新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释放出的能量
不断累积，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 湖南省技术市场总体发
展水平居全国中等偏上水平。近年来，出台《湖
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化科
技成果“三权”改革，搭建潇湘科技要素市场等
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2018年技术合
同成交额达281.7亿元。今年力争实现全年技术
交易额增长50%以上，突破4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是反映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指标。 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保持稳步
增长， 今年上半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3809.7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规模工业
增速快3.8个百分点。

“一带一部”战略定位加速开放
崛起

9月的湖南依旧火热，三湘四水的开放发展

更是热度逼人。
长沙北郊， 铁路货运新北站， 一列列满载

“湘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发往中亚、欧洲等
地，然后班列再把一件件“欧品”运回长沙，从湖
南发出的中欧班列货物运输总量已跻身全国第
一方阵； 大型滚装船稳稳停靠在客滚码头进行
卸载作业，各型品牌车辆通过引桥从船上驶出，
岳阳城陵矶港今年以来汽车滚装业务出现“井
喷”，迎来爆发式增长；黄花国际机场货运包机
航线已开通6条，来自澳洲的龙虾、泰国的榴莲
等进口海鲜、水果源源不断“飞”入湖南……

立足“一带一部”战略定位，位居内陆的湖
南深入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走向世
界的步子越迈越大。

“一带一部”新定位，引领湖南
加速融入世界———

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
首次提出湖南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
部”的战略定位。“一带一部”崭新定位，令内陆湖
南的区位优势凸显， 为湖南新时期开放发展指明
了坐标。 湖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将

“一带一部”战略定位化为发展新优势，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以满满的自信拥抱全球、走向世界。
2016年11月，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把“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定位为引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总战略， 擘画了新时代
湖南开放发展的新蓝图。 紧接着， 湖南确立了

“1+2+5+N” 的开放崛起推进体系， 开放崛起的
“四梁八柱”推进体系已经全面形成，湖南开放发
展吹响了追赶式跨越发展的号角。

通江达海，联通世界，开放平台
齐齐发力———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国际通道持续拓展，
口岸功能效益加快释放，开放基础不断夯实。
湖南高铁营运里程1730公里，居全国第四，覆
盖全省10个市州， 形成2小时高铁经济圈；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725公里，居全国第四；航
空建成8个民航机场， 开通国际全货机航线6
条，民用航线达380条，实现了五大洲全覆盖；
水运拥有1.2万公里内河航道，国家一类口岸
岳阳城陵矶港通江达海； 中欧班列开通10条

线路，物流覆盖沿线30个国家，货物运输总量
居全国第一方阵。 湖南拥有16个国家级经开
区、高新区和123个省级园区，形成了3个万亿
级产业、11个千亿级产业、20条工业新兴优势
产业链，初步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
的口岸开放体系，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随着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
世界计算机大会永久落户长沙， 湖南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长沙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高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汽车平行进口
等国家级平台相继获批， 湖南开放平台取得了
历史性的突破， 湖南开放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
更高起点上。

高水平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
开放型经济铿锵前行———

优进优出，外贸进出口连续多年高速增长。
从2016年开始，湖南外贸进入高速增长期，增速
连年在全国领先。今年7月，湖南外贸总额422.2
亿元，增长78.1%，创单月外贸进出口额历史新
高；1至7月出口增长63.1%，增速全国第一；高新
技术、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速；全球
市场布局进一步优化，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迅
速拓展。

筑巢引凤，境内外资金奔涌而来。湖南不断
优化开放发展环境，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等重点产业，放眼全球，着力引进总部经济、
研发中心。截至目前，有173家世界500强企业在
湖南有产业和项目。今年前7月，广东雪松控股
集团、江苏双良集团、浙江超威集团、山东威高
集团、江苏高力控股集团5家“三类500强” 企
业首次落户湖南，全省新引进67家“三类500强”
企业投资项目88个。

对接“一带一路”，湘企大步“走出去”。湘
企在农业合作、 矿产品加工、 基础设施建设、
住房建设、 装备制造等众多领域全面“走出
去”， 海外并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手笔，承
揽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能力越来越强。至今年
6月，已有1500多家湖南企业走进92个国家和
地区，累计境外合同投资233.82亿美元，居中
西部第一 。 累计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223.54亿美元。

迎着开放的长风，湖南正在越来越深、越来越
广地与世界对接，在加速“开放崛起”中“拥抱全球”。

创新牵引 拥抱全球

“新中国70年发展逻辑与经验”
学术研讨会在长举行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往北上广深高铁车票紧俏

9月10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生棋村，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员在养蚕房检
查蚕茧。今年，该村建立标准蚕房，采取村支两委牵头、驻村工作队监督、镇政府指
导的机制， 与全村58户241名建档贫困人员建立联结机制， 带动全村发展养蚕产
业，助力精准脱贫。 尹序平 段吉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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