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著千秋
———送别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

中外学者齐聚长沙

纪念马王堆汉墓
发掘40周年

马王堆汉墓研究成就显著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叶）

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发掘了三座西汉时
期的墓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今天上
午， 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长沙开幕。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9个国家
及中国港台等地区共11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马王堆汉墓发掘4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取
得累累硕果。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共出版关于马王堆
汉墓研究的人文、自然科学著作有300多种，论文达
4000多篇，参与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多达2600多人。

近些年， 在马王堆汉墓简帛与漆器的整理与研
究、古尸保护与研究、纺织品保护修复、帛画研究、汉
代葬仪葬制研究、 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研究等各
个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今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
集成》和《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相继问世，是
近年来马王堆汉墓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新
成就。

据悉，今后将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主，建立马王堆
汉墓研究数据中心，以方便研究者查阅。借鉴已有的
基础和成功经验，阶段性地组织不同课题，开展多学
科、跨学科的联合攻关，并继续加大不同学科研究的
力度。

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共有三座墓，分
别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妻、儿的墓。
一号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墓，发现的一
具女尸震惊世界。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不但品种繁
多，且极为珍贵，艺术性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相关报道详见4版）

湖南18个项目
获中国专利奖
其中2项发明获金奖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金文锋)
今天， 在北京举行的第16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
上，我省18项专利获奖。其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的“一种液压油缸及液压缓冲系统、挖掘机和混
凝土泵车”和湖南大学、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的“两相逆变电源系统及其综合控制方法”获得
中国专利金奖。同时，省知识产权局获得中国专利
奖最佳组织奖。

液压油缸作为液压系统关键元件， 直接决定着
主机产品的作业性能。 目前国内70%以上的市场被
国外品牌垄断， 严重威胁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安
全。此次获金奖的发明专利，研制出一种新型液压油
缸，采用端面贴合式滑动变节流缓冲技术，成功替代
进口。 现已广泛应用于三一挖掘机械及混凝土泵车
等产品，至2013年底，新增销售额和出口额分别达
到89亿多元和15亿多元。

（下转7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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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唐婷 田甜）
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分别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徐守盛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
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引领新常态，科学驾驭新常态，努力谋
求新发展。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

孙金龙、胡彪、黄建国、李微微、郭开
朗、陈肇雄、许又声、李有新、孙建国、易炼
红、张文雄、于来山等领导出席。

徐守盛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
深邃，充分体现了世界眼光、战略思想、辩
证方法和法治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新战略、
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李克强总理全面
客观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 科学部署安排

了明年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把握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坚定信心、凝聚
力量、攻坚克难，抓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
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经济工作的部署上
来，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央作出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领会和把握中
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评价、明年经
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明年宏观经
济政策走向，深刻领会和把握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领导的部署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
着力在经济运行上求“稳”，在调整经济结
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求“进”，扎实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

徐守盛强调， 认真抓好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需要重点把握几个
方面的工作。 一要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从政治高度和战略视野来看待
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坚

持发展这个硬道理， 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
务。二要着力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增长
点”，不断推动互联网经济、电商、现代物
流、文化创意、养老健康、生物医药等产业
发展；打造“新增长极”，按照“一带一部”新
定位， 科学谋划以岳阳为龙头的长江经济
带的融入式发展；拓展“新增长线”，顺应高
铁时代的到来，对东西、南北加起来1000多
公里高铁沿线城镇、区域的产业布局、发展
定位和思路提升进行流程再造。 三要大力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
引领经济发展， 重点推进行政审批、 投融
资、土地、户籍、国企国资等领域改革；加强
调查研究，发挥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从实
践中寻找最佳方案，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把
抓改革举措落地作为重要职责， 强化督促
评估，形成推进改革落地的整体合力。四要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以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为主线，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方向，推
进农业发展， 深化农村改革， 保障粮食安
全，加强基础建设，增加农民收入，走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
代农业发展道路。 五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以就业和扶贫为重点，以为民办实事为
抓手，统筹做好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
会保障、社会救助、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
理等重点民生工作， 不断提升民生工作质
量和水平。

徐守盛强调，临近岁末年初，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集中精力，统筹安排，着力做好当
前各项工作，做到目标不变、信心不减、力
度不降。 要认真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扫尾和
总结工作，狠抓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做好“两节”期间各项民生工作，把安
全生产的弦绷得紧之又紧， 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
持续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
使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成为新常态。 要科
学谋划明年工作，合理确定思路原则、目标
任务和政策举措，重点工作要早谋划、早部
署、早启动，力争明年“开门红”。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田甜 唐婷）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 传达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和省区
市巡视办主任座谈会精神， 就贯彻落实中
央巡视工作新方针进行部署； 听取全省环
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相关工作。

省领导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黄建
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韩永
文、孙建国、易炼红、张文雄、于来山、陈君
文、武吉海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省委常委会和
“五人小组” 会已经6次听取了我省巡视工
作情况汇报，相继制定并组织实施“五人小
组”听巡视情况汇报制度、增设巡视组、改
革巡视干部管理体制、 建立组长库等一系
列重大举措。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工作的新
方针，坚定不移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在专项巡视方面，要立即部署、大胆探索，
先可以选择部分企业、高校、开发区及巡视
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进行试点， 然后再推进
常态化。在创新巡视方式方法方面，只要有
利于发现问题，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什
么方式管用，什么办法有效，都可以先行先

试；同时，要积极整合纪检监察、组织、审
计、公安、检察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
工作合力，实现从巡视机构“单兵作战”向
各有关单位“协同作战”转变。在巡视成果
运用方面，要认真抓好反馈和督促整改，巡
视组要敢于当“包公”、唱“黑脸”；凡是整改
不力的，要抓典型严肃问责，对责任扛不起
来的，要进行约谈；对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
索实行分类处置， 纪检监察机关要优先严
查，组织人事部门要提出意见，该问责的坚
决问责、该查处的坚决查处、该调整的坚决
调整。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巡视
任务的组织实施， 全面掌握巡视工作开展
情况，及时解决巡视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巡视组长要切实履行巡视监督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聚焦主线主业，提高监督能力；巡
视办要切实履行统筹指导协调服务的职
责， 抓好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具体措施的
落实。 要切实加强巡视干部管理体制改革

后的巡视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用铁的
纪律打造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巡视队
伍。

会议听取了全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
报。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通过大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制度创新，初步
遏制了环境污染蔓延加重的势头。 做好环
保工作，既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重要的
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要清醒地
看到，生态良好是我省最大的优势所在，同
时， 我省重化工业比重大， 环保方面的欠
账、遗留和累积的环境问题、潜在的环境安
全隐患还比较多，要进一步算好政治账、经
济账、民生账，不能有任何松懈和迟疑。要
进一步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各级政府要守
土有责，对本区域环境质量负全面责任，把
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经济社会管理各环

节、各方面；各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切实
履行生态环保的监管责任，加强协调配合；
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民要人人有责，自
觉履行生态环保的社会责任， 真正构建起
党委政府主体负责、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社
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生态环保工作格局。
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管，贯彻落实好
中央有关精神和要求，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的法制建设， 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政策法规和工作机制， 严厉打击各
种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要进一步引导和调
动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既充分保
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维
护和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又要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力度， 加强舆论
引导， 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保的沟通协调
机制，善于做好群众工作，不断培育壮大我
省环保产业。

我省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科学驾驭新常态 努力谋求新发展
徐守盛杜家毫传达 陈求发孙金龙等出席

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部署巡视和环保工作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宇 肖军 通讯员 胡益龙）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游
局等单位举办的纪念通道转
兵80周年暨2014年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大型主题
活动在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红色
通道、美丽侗寨”，内容包括
通道转兵纪念馆开馆暨雕塑
揭幕仪式、 怀化第四届“三
古”文化旅游节旅游推介会、
纪念中央红军通道转兵80
周年座谈会与红色文化旅游
节主题晚会等系列活动，以
纪念红军通道转兵80周年，
推动我省旅游业与纪念红色
革命事业融合发展。

主题晚会上， 除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表演， 还举行了
为纪念通道转兵80周年而
制作的80米侗锦长卷封针
仪式。该侗锦历时5个多月的
手工编织， 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侗锦作品， 打破了世界
吉尼斯纪录。晚会现场，该侗
锦主创者、 国家非物质遗产
传承人粟田梅接受了世界吉
尼斯认证官员现场颁发的认
证证书。 （下转7版②）

湖南纪念通道转兵80周年
制作80米侗锦获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

南水北调中线
正式通水

京津冀豫6000万人将喝上汉江水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12日14时32分， 随着

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缓缓开启闸门， 清澈的汉江
水奔流北上，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4个省市沿线约6000万人将直
接喝上水质优良的汉江水，近1亿人间接受益。

根据国家安排，这项重大工程将向北京、天津等
华北20个大中城市及100多个县（市）提供生活、工业
用水，兼顾生态和农业用水；整个项目年均调水量为
95亿立方米， 其中河南省年均配额为37.7亿立方米
（含刁河灌区现状用水量6亿立方米），河北省34.7亿立
方米，北京市12.4亿立方米，天津市10.2亿立方米。

这项调水工程从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
沿线开挖渠道， 经唐白河流域西部过长江流域与淮
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沿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
在郑州以西李村附近穿过黄河， 沿京广铁路西侧北
上，可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线路全长1432公里。

创下多个世界之最的这项大型工程于2003年
12月30日开工建设，去年12月全线贯通。今年9月完
成全部设计单元工程通水验收，同月29日通过全线
通水验收，满足调水要求。

高铁也将有卧铺
明年元旦开行，夕发朝至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记者今日从中

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015年1月1日至3月15日春运
结束， 铁路部门将增开8对高铁动卧夕发朝至列车。
这8对高铁动卧车分别行经京广、沪昆高铁线，因此
均将经过长沙南等我省高铁站。旅客从12月20日起
就可购票。

据介绍， 将开行的高铁动卧分别安排在北京至
广州、深圳间，上海至广州、深圳间开行，共8对。具体
为：北京西至深圳北2对、北京西至广州南2对、上海
虹桥至深圳北2对、上海虹桥至广州南2对。

这8对高铁动卧全程为11至12小时， 始发时刻
安排在晚上20时左右，终到时刻安排在早上7时至8
时之间。每周安排开行6天，北京至广州、深圳间高铁
动卧在周三停运，上海至广州、深圳间高铁动卧在周
四停运，以便安排线路和设备的检修维护。

据介绍，高铁动卧车的主要特点是：夜行2000
多公里，有效提升了长距离高铁旅行舒适度；夕发朝
至，节省了旅客白天时间，更加适合出差、旅游、探亲
的旅客。

时事连线

12月12日，通道转兵雕像揭幕。 刘强 吴庆革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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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在粤津闽再设3个自贸区以国之名悼念逝者
———写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为什么移动互联网产业
异军突起

■新常态下湖南经济的6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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