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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 中国和尼泊尔正致
力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跨喜马
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今天，省机
场管理集团发布消息称，将于11月20日
开通长沙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定
期航线。这将是湖南首条直飞南亚航线。

长沙直飞加德满都定期航线由喜马
拉雅航空公司执飞，每周三往返，单程飞
行时间约4个多小时。 具体航班时刻表
将在近期发布。

喜马拉雅航空公司成立于2014年，

由西藏民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尼泊尔
雪人环球投资公司重组设立， 总部设在
加德满都， 是尼泊尔在民航领域最大的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目前， 中国中部地区还没有直达加
德满都航线。 湖南积极参与跨喜马拉雅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加快构建长沙
“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将按计划陆续开
通直达南亚地区航班。 长沙直飞加德满
都航线开通后， 将打通一条湖南乃至中
国中部地区直达尼泊尔的空中快线，极
大方便中尼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湖南积极参与跨喜马拉雅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长沙直飞尼泊尔定期航线11月20日开通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省发
改委11日发布消息称，国家发改委等国家六部
委近日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将在湖南省等21个区域进行全国首批产
教融合建设试点。

据介绍，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推动教育优先
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
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

举措。
根据《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从

2019年起，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
列市， 试点建设首批2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
通过5年左右努力， 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
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形
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
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建立产
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

首批试点区域为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
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四川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波
市、青岛市、深圳市。

按要求， 省级政府和试点城市要紧密围绕
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创新， 重点聚焦完善发展
规划和资源布局、推进人才培养改革、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创新重大平台载体建设、探索体制
机制创新等任务， 统筹开展试点， 落实支持政
策，加强组织实施，确保如期实现试点目标。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我省将按要求推荐
一个试点城市名单，上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后
再进行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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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

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
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肖力元 康廉泽）10月10日，
衡南县2019年重大产业项目（第二批）
集中开工、竣工、签约暨衡阳润泽数智产
业创新城奠基仪式在县城云集镇举行。

当天，集中开工、竣工、签约的重大
项目共有21个。其中，润泽科技、城乡污

水处理等6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
133.25亿元；中科光电产业园等5个项目
竣工，预计可年创产值29.5亿元；湖南建
工集团土谷塘片区开发、 奥园城市广场
综合体等1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达156.7
亿元。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今年，对于美术大师周令钊先生而言，是吉
祥之年！他不仅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还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被评为全国“最美奋
斗者”，为我国美术界唯一获此殊荣者。

10月13日，谈起周令钊，著名作家、《亲历
中国100年———周令钊传》 作者曾庆龙对记者
说：“周老既是杰出的画家、 新中国美术教育的
一代名师，也是资深的革命者、新中国国家形象
的重要设计者。 他多彩的人生和艺术成就后启
来者，他是名副其实的最美奋斗者！”

1919年5月2日， 周令钊出生于平江县。受
当美术教师的母亲影响， 他从小便背着画夹到

处写生。小学毕业后，他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
学校，苦学绘画本领。

时危见豪杰，书生赴国难。1937年，青年周
令钊参加了湖南省抗敌画会， 次年进入国民政
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1942年参加抗
敌演剧队。他以笔代枪，投身抗战，足迹遍及大
半个中国及缅甸多地，一路走一路创作，一幅幅
描绘中国军民抗战的作品，在前线流传。他还把
10余个弟弟妹妹带上了抗日战场。

1948年，周令钊应徐悲鸿先生之聘，任教
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曾任中
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民族画室主任、教授，中国水
粉协会会长。 他绘制了开国大典悬挂于天安门
城楼的毛泽东画像；参加或主笔国徽、共青团团

旗、少先队队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
勋章设计；担任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新中国
成立以来17年北京国庆游行仪仗队、文艺大军，
一、二、三届全运会大型团体操背景，中国最早
的主题公园“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
等总体艺术设计； 创作了大量体现国家形象的
邮票、宣传画等。曾庆龙称赞道：“他以独具匠心
的艺术设计， 与同行们一起开辟了新中国意志
视觉化的崭新境界。”

身披至高荣光，周令钊却心如止水，潜心创
作。他集水粉、水彩、丙烯、中国画、油画等众多
精湛的表现技艺于一身，创造出多姿多彩、温暖
美好的绘画语境。

荩荩（下转3版①）

最美奋斗者 “身处盛世，我还要继续工作”
———记周令钊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胡信松）我省国
企改革又迈出新步伐， 省国资委日前将22户省属
国企10%的股权划转至兴湘集团，用于增加集团注
册资本， 助力兴湘集团打造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作用，服务全省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调整、 企业脱困转型升级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
根据省国资委安排，兴湘集团已完成22户

企业10%股权资产的财务入账工作， 本次划入
股权资产规模为268亿元。目前，兴湘集团总资
产已达456亿元，净资产近400亿元。

兴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国平认为，这次

股权划转，增加的不仅是资产规模，更有利于兴湘
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作用，运用市场化手
段开展股权运营，实现划转股权的有序进退、合理
流转，促进存量国有资产盘活，确保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

在我省新一轮国企改革过程中， 作为省属
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兴湘集团科学研判，重
点发展股权运营、基金管理、资产管理、金融服
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五大核心业务。先后完
成了泰格林纸集团35.87%股权、中国五矿股份
9.5%股权划转接收工作；通过增资控股中南大
学粉末冶金中心， 成为上市公司博云新材第一
大股东。 荩荩（下转2版②）

划入268亿元股权资产 设立130亿元产业基金

兴湘集团着力打造
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熊小
平 见习记者 曾玉玺）10月9日至10日，
娄底市举行2019年产业项目建设观摩
会。80余人的观摩团走进各县市区与娄
底经开区、万宝新区产业项目建设现场，
比学赶超。

近年来，娄底市坚持新发展理念，全
力贯彻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着力强链、延链、补链，产业链建设水平
不断提高，一大批项目快上快进快成。涟
钢热轧线深加工项目等技术国内外领
先，湖南利钢、湖南菱瑞等项目相继建成
投产，华菱薄板深加工产业园新签约项
目8个， 千亿级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初
具规模。

荩荩（下转3版②）

“喜看产业蓬勃长”
娄底举行产业项目建设观摩讲评推进会

衡南21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竣工签约

湖南入选全国首批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将在试点城市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习近平出席班达里总统
举行的欢迎宴会

� � � � 新华社加德满都10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3日在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尼历来是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当前，中尼都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
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昨天，我同班达里总统一
道宣布， 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原则就是平等相待、和睦相
处、世代友好、全面合作。中方愿同尼方推动中尼
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揭开中尼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 中方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
方坚定支持。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
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
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习近平强调， 中尼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
划两国关系。一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中方支持
尼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努力实现“繁荣尼泊
尔、幸福尼泊尔人”的美好愿景，愿同尼方加强

政策沟通，开展治理能力交流合作。二是加快提
升联通水平，将共建“一带一路”同尼泊尔打造
“陆联国”国策对接，积极考虑升级改造跨境公
路，启动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逐步增开边境口
岸，增加两国直航，加强通信合作，加快构建跨
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三是促进贸易和
投资，推进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产能
和投资合作。中方愿帮助尼方合理开发水电。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10月13日
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同印度总理
莫迪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和对尼泊尔国事
访问后，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
达。

当地时间13日中午，习近平离开加
德满都启程回国。 成千上万尼泊尔民众
自发涌上街头， 聚集在通往机场的道路
两旁。他们有的挥舞中尼两国国旗，有的
高举习近平主席和班达里总统照片以及
“中尼友好万岁”的标语，有的吹奏尼泊
尔民族乐器， 还有的敲锣打鼓、 欢歌曼
舞，向习近平主席表达诚挚的敬意。

班达里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
送仪式。尼泊尔副总统普恩、总理奥利、
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蒂米尔西纳、 所有
内阁成员、军方高级将领参加。

10月的加德满都，阳光灿烂，云卷
风舒。喜马拉雅山巍峨耸立，见证着尼泊
尔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深情厚谊。习近平
抵达机场，班达里总统上前迎接。盛装的
尼泊尔艺术家载歌载舞， 少年儿童手持
中尼两国国旗， 用中文欢呼“习爷爷再

见！”“我们爱您！”“欢迎您再次访问尼泊
尔！”。习近平向欢送人群不时挥手致意。

习近平在班达里陪同下登上检阅
台。 军乐团奏中尼两国国歌， 鸣21响礼
炮。

习近平在尼泊尔民族音乐和孩子们
的欢呼声中同尼方高级官员一一握手道
别。班达里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班达里偕女儿乌莎到舷梯边送行。
乌莎向习近平献上花束。习近平同班达
里亲切话别。习近平说，我这次对尼泊
尔的访问非常成功。我一踏上尼泊尔土
地， 就受到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热情欢
迎。 从尼泊尔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真
诚、灿烂的笑容里，我深切感受到中尼
友好深入人心，更加坚信中尼传统友谊
牢不可破。感谢总统女士、尼泊尔政府
和人民为我访问所作的精心安排。这次
访问提升了中尼关系， 我非常满意。让
我们共同努力，将中尼友好传承和发展
下去。

班达里表示， 您的到访是所有尼泊
尔人民的荣幸， 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喜
悦之情。访问圆满成功，成果丰硕，成为
尼中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尼中
关系从此进入新时代、迈上新高度，尼泊
尔举国欢欣鼓舞。 尼方将坚定不移同中
方一道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和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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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结束同印度总理第二次
非正式会晤和对尼泊尔国事访问

习近平回到北京

10月13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加德满
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
会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