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北京10月16日电（见习记者 李孟河）
今日上午，201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京）招商
引资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办。 湘西
州与京津冀地区企业签约合同项目20个，总投资额
123.2亿元。

切好的猕猴桃片，汁水盈盘；一杯杯绿茶，清香悠
远……会场外，湘西特色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还有湘
西蜡染、苗绣、土家族工艺品等，引来众多来宾品鉴、观
看、拍照。

此次活动，湘西州前期对接了京津冀等地区的一
大批优秀企业和优质项目。 开发包装了90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额794.16亿元，涉及文化旅游、生物医药及
健康养生、商贸物流、现代农业及食品加工、电子信息
及新材料、矿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及轻工制造、基础设
施8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湘西州深入贯彻省委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抢抓机遇，把招商引资作为工
作“第一抓手”、发展“第一要务”，取得较好成效。 今
年以来， 全州新签约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85个，引进资金762.8亿元。国内外企业积极抓住湘西
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的历史机遇， 争先到湘
西州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大，成效越来
越好，项目引进、资金到位率连续居全省前列,实际利
用外资排名全省第一。

湘西州北京招商
20个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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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易禹琳）记者今
日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湖南省2020年高考
报名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不含
双休日， 少年班的报名时间集中安排在2020年1
月13至16日）。 报考艺术体育类的考生须同时在
指定网站进行艺术体育类统考报名、缴费。

据悉， 有本省户籍且有高中毕业或具有同
等学力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高考。 外省户籍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报名参加高考，还
须自高中一年级起在我省普通高中学校就读，
取得学籍， 并参加了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且其父母在当地居住1年期以上；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生还须在我省中等职业学校连续就读
2年以上（含2年），并具有就读学校学籍。 我省不

接受外省考生借考。
所有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的考生， 包括统考

生、单考生、保送生、推荐免试生、省内公费定向
对口招生师范生等，均要参加高考报名。 除报考
有户籍招生要求的考生外， 应届毕业生到毕业
学校所在地的市（州）招生考试部门指定的报名
点报名，往届毕业生（含同等学力）到户籍所在
地的市（州）招生考试部门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拟报考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国家专项
计划、 高校专项计划等有户籍招生要求的考生，
须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报名并认定其相关报考
资格。 拟报考地方专项计划、农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等招生计划
的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报名。

报名时须交验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建
议办证时间不早于2018年1月）、高中（或中职）
毕业证或同等学力证明。 外省户籍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高考报名时， 还须提交其父母在当
地1年期以上的居住证以及本人的学籍证明材
料。 报考少年班（仅限理科类）的考生先由招生
院校进行资格审查及预选， 凭报考院校的通知
（准考证）后方可申请报名。

考生均须通过网上报名， 并在网上签订诚信
考试承诺书。 省教育考试院要求，切实做好报名资
格审查工作，“谁审查，谁负责”。 对失职、渎职造
成严重后果的，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
要追究主管负责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将取消
相关报名点下一年度组织高考报名的资格。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10月16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武陵山
大剧院座无虚席，“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
成长”演讲大赛“脱贫攻坚”主题演讲比赛的两
场预赛在这里举行，来自北京、河北、海南、贵
州、四川、西藏、湖南等31个省、市、自治区的31
位选手，逐一登台，尽展风采，展开预赛第一组
的比赛。

一号演讲者李志起，北京工商联副主席、北
京志起未来集团董事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初心
不改，矢志不渝》。

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不能没有年轻一代
民营企业家的奉献， 李志起从新疆和田一个11
月还打着赤脚的小孩讲起， 通过他们的努力，
“中央部委参加进来了、 电商企业参加进来了、
连锁超市也参加进来了， 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
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采购和销售中来了！ 许多
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成功完成了产销对接， 几亿
元，几十亿元……”

当他讲到2017年8月，他在北京延庆农村扶
贫调研时，突然因血色素过低昏迷休克，被紧急
送到中日友好医院ICU病房， 紧急输血2000毫
升时，场下的听众中，便有了轻轻的抽泣，有了
对眼泪悄悄的擦拭。

李志起演讲的话音刚落， 偌大的大剧院响
起了由衷赞美的掌声。

三号选手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办公室副
主任孙国亮老师，2016年正月十七来到张家口市
阳原县四十亩滩村，任第一书记兼村主任，他演
讲的题目是《四十亩滩是我家》。

“为了大棚，我豁出去了！ 媳妇把给孩子准
备的6万元生活费全都拿了出来， 跟岳父借、跟
同学借，最难的时候，我和几年不联系的学生，
一张嘴就借钱，说起来都脸红。 令我感动的是，
大家知道我在扶贫，二话不说，一万两万、三万
五万的凑给我，前后借了40多万元。驻村4年，我
瘦了20多公斤，村民的腰包却鼓了起来。 ”

饱含深情的讲述中，堂堂七尺男儿孙国亮，眼
里有了泪花。 现场倾听者的眼里，也盈满了泪花。
泪花是悄然而至的，掌声则是排山倒海般响起。

真心与真情，撞击着听众的内心；意志与担
当，让听众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精准扶贫，风起苗寨。
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首任精准扶贫队队长龙
秀林， 用一首苗歌开始他的演讲———三沟两岔
山旮旯，红薯洋芋苞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
非生病有娃娃。

这是曾经的十八洞村，最真实的写照。
如今的十八洞村，通过精准扶贫，以及村民

们6年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乡村旅游、猕
猴桃、山泉水等产业，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013
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8年的12128元，成为可复

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典范。
龙秀林慷慨激昂地说：“十八洞村的蝶变，

只是今日中国乡村巨变的一个缩影。 面向未来，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十八洞村将一马当先、奋
力攻坚，继续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

演讲者与倾听者，饱含着激动的泪水。
扶贫战场上，巾帼不让须眉。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广播电视台办公室副

主任孟慧娜， 系驻清丰县阳邵镇报录村第一书
记、扶贫队队长。

年轻漂亮的孟慧娜， 履职第一书记的压力
很大，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从“洋气”的播音员，
到“土气”的村里人，熟悉的人都惊讶于她的变
化。 面对道路泥泞不堪，协调资金跑项目；面对
群众缺少技术，邀请专家搞培训……

讲到激动处， 孟慧娜含着泪说：“通过精准
扶贫，我深刻体会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缩
短了心与心的距离；干部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其
心中就沉淀有多少真情！ ”

台下热烈的掌声， 是对这个年轻姑娘泪水
最好的褒奖。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
赛， 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务院国资委、人民日报社等共同主办，旨在通
过群众性演讲比赛的形式， 在全社会大力唱响
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含着泪，倾听含着泪的演讲
———全国“脱贫攻坚”主题演讲大赛速写

湖南明年高考10月28日-11月8日报名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实习生 肖涤非 通讯员 刘明

10月14日，天气微凉，资江水从新
化县城穿流而过， 紧邻河畔的罗盛教
纪念馆一派庄严肃穆。 馆内，一幅幅图
片、 一行行文字诉说着罗盛教不平凡
的一生。 虽是工作日，但前来缅怀罗盛
教的人依然不少。

纪念馆的“金牌”讲解员邹虹引导
人群往前走。 从1998年“结识”罗盛教
以来，她每讲到动情处都会潸然泪下。
这一天，她再次饱含深情，讲述着罗盛
教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

1952年1月2日，朝鲜石田里村，零
下20摄氏度，凛凛北风，刺人心骨。

4个孩子在结冰的河面上玩耍，这
是战争年代一片难得的祥和。

“崔莹掉下去了！ ”一声喊叫划破
天空，河面出现一个冰窟窿，周围躁动
起来。

正和战友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的
罗盛教听到呼救， 一个箭步冲到冰面
上，甩掉帽子、衣服，“扑通”一声，跃入
河里。

一次、两次、三次……由于冰面太
薄，罗盛教无法将崔莹托举上来，随后
战友找来杆子将崔莹拖上来时， 却不
见了罗盛教的身影。

慌忙赶来的乡亲们一拥而上，铡
刀、斧头、菜刀，冰面上一片砍砸声。 顾
不上刺骨的河水浸湿身体， 他们得把
河里的罗盛教拉上来！

最终在河下游， 离冰窟窿几丈远
的地方，乡亲们找到了罗盛教的遗体。
“罗盛教！ 罗盛教！ ”无数声呜咽呼唤，
却再也没有回应。

他的青春永远定格在这一个早
晨。

“我要把我的那块墓地给志愿军同
志！ ”受过罗盛教帮助的朝鲜老妈妈元善
女悲痛地说。 罗盛教走了，他被朝鲜民众
以最高礼仪葬在当地佛体洞山。 这个21
岁的湖南伢子从此长眠于为之战斗的第
二故乡，永远陪伴在朝鲜人民身边。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六十余载
春华秋实，祖国从未忘记他，人民从未忘
记他。 今年9月，罗盛教的弟媳、年过七旬
的陈纯老人走进人民大会堂，接过国家授
予罗盛教烈士的“最美奋斗者”荣誉奖章。

“这是国家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
个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

表授予的荣誉称号，这是载入史册的光
荣啊!”陈纯屡屡谈起，难掩激动。

老人道出了更多罗盛教生前的故
事。 1931年4月，罗盛教出生于新化县圳
上镇桐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从小心
地善良。“听家里人说，哥哥小时候一次
放学回来的路上， 一位家境困难的同学
被雨淋得全身湿透， 哥哥二话不说脱下
身上的衣服给了那位同学， 自己却穿上
同学的湿衣服、湿鞋子回家。 ”

1945年， 罗盛教随三叔来到湘西
州乾城县读书。 因为基础差，为了赶上
进度， 他常常学到深夜。 两年下来，罗
盛教的成绩有了很大提升。 最后，他以
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当时湘西州的最高
学府———第九师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军政干部
学校学习时，他以“苦事累事都冲在前
面”著称。 1949年冬天，学校用来做桥
梁的大树被锯倒后滚进了水沟， 师生
们用绳捆住树干往上拉， 罗盛教不顾
严寒，卷起裤腿，跳入水沟中，使劲抬树
干。 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跳入水中，合
力将树抬了上来。 因为这件事，罗盛教
所在的中队被授予“开路先锋”称号。

1951年， 罗盛教加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奔赴朝鲜。 罗盛教多次写信给父亲罗
迭开：“不赶走美国侵略者，誓不还家！”字
里行间透露出志愿军人的满腔热血。

一个被美军轰炸的早晨， 罗盛教
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
打中后， 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前停
留， 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
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

前人的路，后人的书。罗盛教用他短
暂的21年的路为后人书写了一部壮丽
的奋斗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沿着烈
士的路，涌现出了更多的“罗盛教”。

2018年3月23日，新化恒达设计学
校的17岁学生王健成和同学在罗盛教
纪念馆附近散步， 忽然听到河边有人
呼救，他们来不及多想立刻跑过去。 下
到河边， 王健成看到一名妇女在河水
中挣扎，他毫不犹豫跃入河中，拼尽全
力救起了落水妇女。

有记者问王健成， 是什么力量使
他在湍急的河水前义无反顾？ 他腼腆
地说：“旁边就是罗盛教纪念馆，是罗盛
教烈士激励了我。 ”

资江奔腾向前，滚滚不息。 21岁的
那个早晨， 奋力一跃的罗盛教永远不
会被忘却。

荨荨（上接1版）
10月18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

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将在长沙开幕， 并长期落
户湖南。 届时，会有2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30
多名院士专家、400多位企业代表、2500多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两万多名专业人士汇
聚湖南。

举办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唯一的国家
级、国际性专业展会，湖南底气何在？

一杯咖啡的工夫 ，组 装 好
1万多个零件

———世界轨道交通配套最完善、最
集中的区域

“在株洲，只需一杯咖啡的工夫，就能组
装好动车组1万多个零部件。 ”中车株机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周清和告诉记者。

周清和说， 研制下线一台新的机车车辆
产品，国际同行通常需要3年，中车株机最快
仅需8个月。

不愧“中国电力机车摇篮”之名，株洲聚
集了400余家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形成集产品
研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物流配送于一体
的完整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达70%以上。 2015
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过千亿元，成为世

界轨道交通配套最完善、最集中的区域。
完整的产业链条， 让构建全面的产品谱

系成为可能。 在株洲石峰区，记者穿行在各个
轨道交通企业厂房的生产线之间，新产品、新
型号让人目不暇接。

仅电力机车方面，就有快速客运、客货两
用、重载货运等干线机车共37个品种；不同速
度等级的城轨车辆， 为国内外20余座主要城
市，提供着可定制的出行方式；“绿巨人”复兴
号等城际动车组、 以磁浮为代表的新型交通
车辆……轨道交通产品“家族庞大”，种类齐
全。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 国内前五强的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中，湖南占有2席。 我
省生产的电力机车、城轨车辆、轨道交通电传
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 机车车辆电传动系
统、 养路机械电气控制系统等产品的国内市
场占有率均居第一位。

2016年，湖南省政府出台16条政策措施，
致力于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2018年， 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主导产业总产值
达到1250亿元， 占到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
40%左右。

一场“贴地飞行梦”，贡献“湖南
智造”闪亮名片

———无数个中国和世界“第一”诞生
于此

刚刚结束的国庆7天长假期间，超过10万
人次乘坐长沙磁浮快线， 往返于长沙火车南
站和长沙黄花机场之间，其中，10月3日，客流
量达到16227乘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我国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
运营线， 被业界称为中国商用磁浮1.0版，
2016年5月6日开通试运营之后， 在商业运营
上大获成功。

国庆节前夕，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在
长沙磁浮快线测试速度顺利突破130公里/小时，
刷新了短定子中低速磁浮列车运行速度的世界纪
录，我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中速磁浮技术攻
关”试验工作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湖南的轨道交通人，以自主创新的精神，
从追赶国外同行，到并跑，到如今在国际上领
跑，圆了中国人的一场“贴地飞行梦”。

除了磁浮这张“湖南智造”的闪亮名片，湖

南的轨道交通发展，给人们制造了太多惊喜。
从1936年修理进口的“万国牌” 蒸汽机

车，到研制出全系列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中国
第一台电力机车、 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电力
机车、中国第一台高速动车组、全球首款智轨
电车等“明星”产品相继从我省驶向世界。

半个多世纪奋战在科研一线的“电力机
车之父” 刘友梅和一年实验烧掉一卡车电子
元器件的“交流传动王者”丁荣军等中国工程
院院士、 百余位轨道交通行业科技专家， 万
名轨道交通领域研发型专业技术人才、 200
多个重点实验室、 研究开发中心和基地、重点
学科……这些都为我省轨道交通行业的创新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一批轨道交通产品， 成为中国
装备“走出去”代表作

———从亚非拉传统市场到欧美澳高端
市场的飞跃

10月16日， 位于湘潭的湖南湘电集团门
口， 两套自主研发的最新牵引系统正在准备
运往轨道交通装备博览会现场。

作为国内最早生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
引系统的专业厂家，湘电集团从1965年开始，
便为北京、德黑兰、平壤等城市提供直流牵引

系统900余套。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电气传动事业部总经

理邓群介绍，这次展出的交流牵引系统，自重
轻、环保节能，一经推出便受到南美洲、欧洲
等地不少国家的青睐。

湖南的轨道交通和装备产品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为了“代言
人”。 2014年7月，中车株机城轨事业部总成车
间， 李克强给湖南的轨道交通人鼓劲：“中国
装备走出去，你们的机车车辆是代表作，我每
次出访都要推销你们的产品。 ”

1997年， 中车株机代表中国电力机车第一
次走出国门，而后将产品、服务、技术等出口到乌
兹别克斯坦、新加坡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运营速度最高的米轨动车在马来西
亚平稳运行；60批， 共360多名员工为南非电
力机车项目“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近几
年来， 湖南的轨道交通装备还实现了从亚非
拉传统市场到欧美澳高端市场的飞跃。

2016年，中车株机获得德铁最高等级（Q1
级别）供应商资质，取得进入德国市场的“许
可证”，并在2018年6月正式向德国出口4台机
车，获得世界高端市场认可。

根据德国SCI在2015年的研究报告，湖南
电力机车产品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居世
界第一位。

轨道交通博览会 何以落户湖南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金慧 徐艳
艳） 作为顺丰集团在湖南的唯一布局
地， 长沙顺丰丰泰产业园10月下旬将
迎来竣工投产，目前一期的电商大楼、
智慧仓储中心、分拣集拼中心、零担货
运中心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 工人们
正在忙着进行最后的扫尾建设和设备
安装。

顺丰集团湘鄂豫产业园运营中心
运营总监彭飞介绍， 园区配备了高度
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物流设备，将成
为湖南地区物流自动化分拣设备应用
示范基地。

据了解，到10月底，长沙可竣工项
目预计达245个， 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157个。

今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以“产业
项目建设年”和“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
为主抓手，理顺机制，主动帮扶，并大力
破解产业项目建设的地、钱、电等关键
要素瓶颈，成立了由市发改委、市自然

资源规划局、市行政审批局牵头的投融
资保障、征拆腾地、审批服务3个要素保
障工作小组，合力保障项目建设。

“园区结合食品厂房的特点，为我
们提供了双电源保障， 解决了后顾之
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盐津铺子上
市募投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综合
车间、素食魔芋车间、凤爪炒货车间、鱼
制品车间、 蜜饯车间5个车间的搬迁投
入生产，小布丁车间正在紧张的安装设
备，预计10月底投入试生产。

据介绍，今年全市共铺排重大项目
1220个，1至9月，累计完成投资3093.5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88.9%；产业链项
目1至9月累计完成626.1亿元， 占年度
计划的78.73%；省“五个100”工程推进
顺利， 呈现出重大产业项目进度快、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力度大、重大产品创新
步子稳、500强企业项目引进成效好、
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措施实等特征。

（相关报道详见14、19版）

长沙项目建设迎竣工潮
10月底前预计竣工项目可达245个

10月15日，长沙市周南中学，新疆班学生在教湖南的同学跳民族舞蹈。 当天，长沙市开福
区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主题活动，200余名周南中学新
疆班学生与湖南的同学一道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友谊，共表爱国情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同心共筑中国梦

最美奋斗者

永不忘却的一跃
———忆罗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