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通讯员
沈文诗）9月24日，“墨彩华年———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网上书画展”
开展。

本次展览由湖南日报社、 省文
史研究馆联合主办， 精选了省文史

研究馆馆藏的70位书画家的作品
118幅，其中画作86幅、书法篆刻32
幅。 作者主要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和省政府参事， 他们大多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省书画金石界的名家，
包括张一尊、杨应修、刘寄踪、陈白

一、曾晓浒、朱辉、黄铁山、虞逸夫、
颜家龙、史穆等。画作以山水、花鸟、
人物画为主，书法作品包括行、草、
楷、隶、篆等各个门类，内容丰富，展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书画界的
整体风貌。

“墨彩华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网上书画展”开展

湖南日报评论员

到昨天， 持续近一个月的湖南
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
发布会落下帷幕 。 作为我省喜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头
戏”，人们从新闻发布会诸多成果的
具象中，感悟三湘大地的沧桑巨变，
品味“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生活。
这些新闻发布会， 既是展示三湘颜
值的“全景画”，湖南特色、湖南优势
的 “专题画 ”，更是勾勒湖南人民生
活“美”与“好”的“写意画”。

向历史致敬 ， 向未来招手 。12
场新闻发布会 ，说的是 “回顾 ”，望
的是 “期盼 ”，传递的是 “干货 ”，各
种激动人心的信息 ，经各种传播平
台 ，转换成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
澎湃力量。

12场精心组织的新闻发布会 ，
不止是媒体记者的 “专利 ”。掩卷细
思 ，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切身利
益的 “关联处 ”“对应点 ”。每一个抽
象的数字 ，都记录着一段筚路蓝缕
的跋涉 ；每一项成就 ，都关乎每家

每户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每
一处重大变化 ，都饱蘸着三湘儿女
的坚守与奉献 。这些浸润于日常生
活 、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 ，犹如
浓缩版的 “时光隧道 ”，足以让人向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表达由衷的
敬意。

70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
过是惊鸿一瞥， 新中国却走过了其
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演绎出
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 描绘了
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卷， 书写了
一部气势磅礴的人间史诗。而湖南，
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 伴随着
民族的进步而进步。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
朝晖”。70年峥嵘岁月， 宛如一曲荡
气回肠的交响乐， 演绎着三湘大地
从一穷二白到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华丽蝶变。三湘儿女凭着“一辈子
吃了几辈子苦”的苦干实干，实现了
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 从百废待
兴到百业兴旺、 从内陆封闭到创新
开放、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历
史性跨越。

如今的三湘大地，已建立起门类
比较齐全、实力不断增强的现代工业
体系，形成了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
新型材料、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等
11个千亿级产业，超级计算机、超级
杂交稻、轨道交通技术、深海钻机、工
程机械智能化等成为湖南走向世界、
拥抱世界的名片，农村绝对贫困到今
年底将基本消除。70年， 湖南演绎了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湖湘故事。

进入新时代，湖南跑出了炫目的
“加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
统领，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各项发展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
民 。今天的湖南 ，山清水秀 、政通人
和，经济欣欣向荣，社会和谐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幸福与奋斗相伴而生。 置身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和挑战并存；
完成百年未竟之大业， 迎来更美好
幸福的生活， 需要全省人民重整行
装、再攀高峰。

七十载辉煌路 百年梦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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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联合出台《湖南省规范校外线上培训工作方案》
将对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实行备案审查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校外培训需规范，线下如此，线
上也如此。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省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通信管理局、
省公安厅、湖南广播电视局、省“扫
黄打非” 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出台
《湖南省规范校外线上培训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强调，将把规范校外线
上培训作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的重要内容和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的重要抓手， 加强对校外线上培
训机构的备案审查， 严格规范校外
线上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和线上培训
市场秩序， 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和全面成长。

现有机构应于10月底
前提交备案资料

《方案》要求对住所地在我省的
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实行备案审查，
备案机关为省教育厅。 重点对培训
机构信息、 学科类培训内容和学科
类培训人员信息进行备案， 包括培
训机构的ICP（互联网信息服务）备
案、课程介绍、教学安排说明、教师
资格证明（其中，外籍人员提供学习
和工作经历、 教学资质或教学能力
说明）等。

已开展校外线上培训的机构应
当于2019年10月31日前提交备案材
料。 新成立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按

照备案要求提交备案材料， 省教育
厅会同有关部门对提交的备案材料
进行审查核实， 对符合条件和规定
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予以备案并公
示公布。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联合网信、
通信管理、 公安等部门对住所地在
我省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开展全面
排查， 并督促存在问题的机构全面
整改。

《方案》要求，各市州教育行政
部门于2019年10月20日前须完成摸
底排查， 并将统计结果报送省教育
厅。问题机构于2020年5月31日前完
成整改并重新提交备案材料。 对逾
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校
外线上培训机构， 省教育厅将联合
网信、通信管理、公安等部门进行查
处， 视情节暂停或停止培训平台运
营、下架培训应用、关闭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依法进行经济处罚等。

培训内容与数据信息
须留存1年以上

《方案》要求，摸底排查重点内
容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时间、教师资
质、安全管理、招生宣传、收费行为、
服务协议等。

学科类课程培训内容不得超出
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 培训内容和
培训数据信息须留存1年以上，其中
直播教学的影像须留存至少6个月。

直播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

教学时间相冲突， 面向境内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
时间不得晚于21:00，每节课持续时
间不得超过40分钟， 课程间隔不少
于10分钟，面向小学1-2年级的培训
不得留作业。

从事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
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资格，不
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聘用外籍
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做好培训对象信息和数据安全
防护，防止泄露隐私，不得非法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培训对象信
息。用户行为日志须留存1年以上。

校外线上培训机构不得发布虚
假招生广告或借用“名校”“名师”等
概念进行招生宣传，不得对升学、考
试通过率或培训效果作出任何形式
的保证性承诺。

收费项目、 标准和退费办法必
须在平台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按
课时收费的， 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
超过60课时的费用； 按培训周期收
费的，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
过3个月的费用。

我省还将建立校外线上培训机
构黑白名单， 并通过全国校外线上
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切
实强化社会监督。

同时，《方案》 要求积极探索搭
建在线辅导免费服务平台， 组织遴
选优秀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
势， 帮助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
难和问题，发展学生兴趣和特长。

“华丽蝶变”惊人眼
———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70年披荆斩棘，写就辉煌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历届湖南省委、省
政府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 奋力前
行，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贫
困落后到全面小康、 从百废待兴到
百业兴旺、从内陆封闭到创新开放、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跨
越。

9月2日至26日， 省政府新闻办
组织召开了12场湖南省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 集中呈现
了70年来湖南在经济社会发展、民
生福祉改善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展示广大
干部群众改革进取、 担当作为的精
神风貌， 充分反映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现在就是我们百姓获得感
最强的时期”“未来可期， 长沙可
期” ……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引
发热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为70年
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而
骄傲自豪。大家纷纷表示，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将
更加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心和
决心，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奋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谱写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彩湖南
篇章。

三湘大地 70年发展
巨变 ，经济社会民生成就
可圈可点

12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70年
来湖南在经济发展、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建设、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民生改善、生态
文明建设、 文化建设领域以及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长沙市取得的
辉煌成就。

每场发布会发布词数据详实、
内容丰富，既突出宏观视角，又注重
微观表达， 通过数据对比、 生动事
实、典型案例，真正让人民群众“有
感”：

———经济实力增强。 湖南经济
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2018年国内
生产总值3.64万亿元，跃居全国第八
位。 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步
入市场经济的根本变革。

———开放浪潮奔涌。 拥有16个
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123个省级
园区和一批海关特殊监管平台，开
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国际“朋友
圈”拓展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湖南智造“亮眼”。制造业已
经成为我省经济主要支柱，拥有全国
最大的工程机械产业制造基地，混凝
土机械产量居世界第一；电力机车全
球市场占有率居世界第一。

———基础设施夯实。 全省高速
公路、高铁运营里程位居全国第四；
拥有火电、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
等各类电源； 综合水利工程体系初
步建成；全省100%的城镇和行政村
实现光纤网络通达。

———鱼米之乡肥沃。 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年销售收入突破1.65万亿
元，跻身全国七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5.23元，增加
到2018年的14093元。

———贫困人口减少。 贫困人口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458万人， 减少
到2018年底的83万人， 全省贫困发
生率降至1.49%。

———创新动力强劲。 超高产杂
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中
低速磁浮、C/C航空制动材料等标志
性创新成果相继诞生。

———百姓幸福“有感”。全省人
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 增长
到2018年的76.7岁； 覆盖城乡的社
会保障体系建成； 城镇常住人口由
1949年的236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
3865万人。

———文化繁荣惠民。 城市15分
钟、 农村30分钟的文化生活圈基本
形成；“广电湘军”“出版湘军”“演艺
湘军”成为湖南的亮丽名片。

———水清天蓝地净。2018年全
省工业废水排放量降至3.27亿吨；
Ⅰ至Ⅲ类水质占比提升至94.5%；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5.4%。

———“湘西经验”瞩目。湘西州
探索出可复制、 可推广的精准扶贫
好路子；2018年GDP是1952年的62
倍，贫困发生率降到4.39%，进入了
减贫人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
群众增收最快的历史时期。

———长沙异军突起。2017年长
沙市经济总量迈入“万亿俱乐
部”，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企
业及专项项目达27个， 数量居全
国省会城市首位；人均GDP超过2
万美元， 达到初等发达国家或地
区水平。

一个个厚重的数据、 一项项耀
眼的成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 向全社会进行行进式全
方位立体宣传报道， 三湘大地的华
丽蝶变展现在世人面前。

获得 感 幸福 感 不 断
增强， 湖湘儿女深感骄傲
自豪

7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三湘
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从9月3日到26日，长沙市委宣
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胡文浩全程
关注了12场新闻发布会 。 他说 ：

“看到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三湘四
水的巨大变化，心潮澎湃。作为省
会市民，深切感受到长沙环境的优
美、交通的便利、生活的便捷，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沙坚持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以智能制造引领推
动全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智能汽
车、工程机械、智能终端等一批高
新技术落地开花。智慧城市不仅将
推动长沙的发展进步，更将深切改
变我们的生活。未来可期，长沙可
期。”

“现在就是我们百姓获得感最
强的时期！” 永州市发改委干部唐
青松说，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交通出
行的变化。地处湖南西南曾交通不
便的永州，如今已形成立体交通网
络。衡柳及湘桂高铁、洛湛铁路穿
境而过；泉南、二广、厦蓉、道贺4
条高速串联成网；农村村村通沥青
或水泥路； 永州机场已开通至北
京、深圳、昆明、上海、海口、厦门、
重庆等地的航班，目前正加速提质
建设。

湘西州农民作家刘大印有记账
的习惯。“以前账上记录的全是柴米
油盐，后来逐渐出现了手机、电器，

汽车， 现在还增加了文化教育的投
入， 于是账面上有了价值几万元的
图书、电脑、多功能打印机、便携式
天文望远镜、单反数码相机。”他翻
开家庭账本感慨道：“我坚信， 随着
时代发展， 老百姓账本上的内容会
越来越丰富，就像伟大的祖国，越来
越美好！”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
授、“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陈文胜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业连年丰收、
农民收入持续提高、 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
支撑。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清除阻
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 推进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乡
村振兴。

建设 富 饶美 丽 幸 福
新湖南， 唱响新时代奋进
凯歌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今日之湖
南， 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壮丽70年，铁建重工有幸为中
国制造贡献力量；未来，我们将持续
创新， 不断向科技更高峰攀登！”26
日，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飞香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10年来，铁建重工
研发了50多项填补国内空白和世界
空白的新产品， 获得了1800多个专
利， 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成
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端地下工程
装备制造基地， 铁建重工靠的就是

‘创新’二字。”
“湖南开放发展的成就令人振

奋。 我在外贸运输行业摸爬滚打了
30年， 也见证了湖南怎样一步步全
方位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湖南中
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红
宾说， 近日长沙入选陆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城市， 无疑将助力湖南进一
步打开开放的大门。 长沙建设陆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中欧班列要
承担重任， 力争年发运800列以上，
将长沙打造成为中欧班列在中南地
区的枢纽城市。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湖南
杂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 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赵双午说，我省重视文化

“走出去”，湖南杂技成为我省对外
文化宣传的主要项目。原创杂技剧
《梦之旅》 在美国进行了500多场
商业演出，许多主流观众借此看到
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去年起，省杂
技艺术剧院尝试在演出场所陈列
湖南文旅宣传图片，产生了较大的
反响。

“70年众志成城，70年砥砺奋
进，70年春风化雨。” 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局长向曙光表示， 新时代东风
浩荡。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加强综合
监管、推进综合执法，奋发有为抓
改革、护公平、保安全、提质量、惠
民生、强基础、促融合，努力维护良
好市场秩序、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
新的贡献！

（执笔： 邓晶琎 苏原平 刘勇
曹娴 周月桂 龙文泱 刘永涛）

9月26日，邵阳县白
仓镇瓦屋油茶基地，油
茶林长势喜人。 近年，该
基地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
式， 带动贫困农户603
户、 贫困人口2045名参
与油茶基地建设， 实现
稳定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油茶产业
助增收

湖南日报 9月 2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沈徽）今天，株洲市
人民政府与三一集团举行项目签约
仪式。三一集团投资150亿元，在株
洲发展智慧钢铁产业、 石油智能装
备与区域研发中心（总部基地）、工
程机械二手车市场等产业项目，预
计年综合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

总投资100亿元的三一智慧钢
铁产业项目选址荷塘区， 将重点打

造成全省乃至中部最大的钢铁及产
品交易中心， 同时也是三一集团金
属结构件智能制造加工中心； 总投
资50亿元的石油智能装备与区域研
发中心（总部基地） 项目落点清水
塘，将重点建设石油智能装备生产
基地，打造区域研发中心及总部基
地。同时，三一集团还将在株洲高
新区汽博园兴建工程机械二手车
市场，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

合作。
株洲市高度重视与三一集团

的合作。 该市将合作项目列为今
年全市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市
委书记毛腾飞、市长阳卫国牵头，
成立专项协调小组，高效对接、高
位推进， 全程为三一集团落户株
洲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从意
向接触到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前
后不到100天。

三一集团重大项目落户株洲
总投资150亿元，重点发展石油智能装备、智慧钢铁产业

职工“同声唱”
礼赞新中国

� � � � 9月26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湖南百
万职工同声唱”总决赛在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举行，来自全省各行各业
的近2000名职工，用优美的歌声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