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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忠云 ）灯光亮，乐声响，台上角
儿刚开嗓，就引起全场观众阵阵喝彩。今
晚，湘音湘韵湘情———花鼓戏经典唱段演
唱会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 为全国
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的闭幕画上了完美
的句号。

闭幕式上，参演的15家单位获颁《参演
证书》。新编花鼓戏《喜脉案》选段、湖南花
鼓戏《五更劝夫》选段、常德花鼓戏《卖妙
郎》选段等10多个花鼓戏经典唱段逐一上
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本次展演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共
同主办，集聚了来自湖南、陕西、湖北等省

的15个花鼓戏表演艺术团体和众多艺术名
家，为长沙花鼓戏迷带来了《桃花烟雨》《带
灯》《刘海戏金蟾》《儿大女大》 等大型花鼓
戏优秀剧目，花鼓戏经典小戏、流派小戏、
现代小戏等3种不同类型的专场演出，及今
晚上演的花鼓戏经典唱段演唱会。 展演集
中展示了花鼓戏来源于生活、根植于民间、
载歌载舞、幽默风趣的剧种特色，花鼓戏艺
术名家和经典剧目的风采， 以及花鼓戏艺
术繁荣发展的新气象、新成就。精彩的演出
场场爆满， 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观看。展
演期间， 活动主办方邀请了省内外专家观
摩评论， 专家们对展演剧目和展演活动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邓崛峰
记者 左丹）日前，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24
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获批立项建设，建
设期从2017年8月至2020年8月。长沙理工
大学“基于分布式光储的能源互联网运行
与规划”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获批立项，属
湖南高校唯一立项项目。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是教育部面向国
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推出的重要战
略计划，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行动，
也是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
战略支柱。

长沙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董朝阳教授、副院长
杨洪明教授领头的能源互联网领域团队是

国内较早开展智能电网运行规划、 大数据
挖掘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团队之一， 已授权
发明专利50余项，先后与多个国际一流高
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获得了包
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澳大利亚达沃斯奖在内的各种奖励20余
项； 主持制定了CIGRE和IEEE国际电力行
业技术标准，为中国和世界100多个国家的
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杨洪明介绍，该联合实验室拟依托“能
源+互联网”技术，就国家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部署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开
展跨区域、多网络、跨市场的电、油、气多能
源协同运行与规划研究， 实现能源互联网
的系统安全和经济运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邱枫 ） 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微商？
2018年， 微商将有一部自己的电影了。10
月22日晚，记者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电影频
道联盟之夜”上获悉，由10家电影频道组
成的全国电影频道联盟将出品中国首部微
商电影《大微商》，讲述一位微商创业者白
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

据悉， 成立于2017年5月的全国电影
频道联盟由央视电影频道、西部电影频道、

湖南电影频道等10家专业电影频道组
成，拥有中国电影产业的全产业链上下端
口，包括数个制片集团、经典影片知识版
权及数条院线等。 此次发布的《大微商》
由全国电影频道联盟出品，讲述在大众创
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中，来自大湘西的
青年梁田通过自主创业，一步步成长为中
国著名微商企业领导者， 实现梦想的故
事。电影由刘晓虎、程媛媛分别担纲男女
主角。

全国花鼓戏优秀剧目展演闭幕

长沙理工大学
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中国首部微商励志电影
《大微商》将出品

国粹中医
进社区
10月21日，市民在体验

中医艾灸。当天，长沙市岳
麓区学士街道与湖南中医
药大学联合开展中医药文
化进社区活动，学校师生为
社区居民提供中医药健康
咨询等志愿服务，弘扬中医
药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银洁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华菱涟钢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相结合，
党建强、生产顺、队伍好，今年1至9月销售收
入达275亿元，盈利能力和利润总额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 在刚刚结束的全省国有企业基层
党建现场会上，涟钢的经验得到充分肯定。

学用相长，补足理想信念之钙
华菱涟钢有在职党员6000多人。去年，针

对严峻的市场形势， 涟钢开展了“深化项目
制，确保活下去”主题大讨论，党员带头，全员
参与。今年，为抓住良好的市场机遇，又开展
了“汇聚力量共谋振兴、 立足岗位争当奋斗
者”为主题的形势任务教育。

在学习教育中， 涟钢以党委中心组学习
为示范引导， 基层党支部党课教育为主要手
段，个人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党支部“三会一课”、党支部主题党
日、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双述双评”等活
动规范开展， 在学用相长中更加坚定理想信
念。

党员带头学， 普通职工也不落后。 按照
“紧扣时代学、带着问题学、结合工作学”的原
则，通过集中授课、座谈交流、支部讨论、微信
平台等方式， 对广大职工有针对性开展各层
级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全面提升职工专业技
能素养， 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和
支撑。

思想引领，达到强筋健骨之效
今年，华菱涟钢推行“党员标准岗”活动，

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支部建设标准化、组织生
活正常化、 管理服务精细化、 工作制度体系
化、阵地建设规范化”的战斗堡垒。

企业大力弘扬“奋斗者”文化理念，各基
层党支部广泛开展“奋斗登高”“党员身边无
事故”等主题创建活动。在全体职工中持续开
展“奋斗者质量明星”评比、“十行状元百优工
匠”竞赛、青年岗位奋斗能手大赛等“奋斗颂”
系列活动。同时，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靠前指
挥，蹲守一线，做到“大事不过夜，小事及时
办”，在现场快速解决问题，推进生产进程，在
广大职工中凝聚起全力以赴推进生产经营、

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强大动力。

党建发力，助推经济指标改善
围绕“党支部如何融入生产经营，如何助

推经济技术指标改善”的主题，华菱涟钢组织
开展党支部党建工作论坛， 针对生产经营中
的难点查原因、谈认识、定措施。

今年2月份以来，各单位共组织了35场论
坛，吸引了3100多名党员积极参与。一炼轧厂
精炼车间党支部组织“高拉速零漏钢”主题论
坛后， 连铸拉钢速度平均达到4.9米/分钟，最
高到了5.5米/分钟，成为行业第一，一年增效2
亿多元。210转炉炼钢厂炼钢车间党支部瞄准

“吨钢成本再降5元”目标组织讨论，到9月份，
吨钢成本实际降低47元。

今年来，涟钢实施公司级攻关项目19个，
二级单位党组织再分解为510个子项目，号召
全体党员、职工献计献策想办法。在项目制攻
关带动下，华菱涟钢内部挖潜降耗成为风气，
每天节省外购电费600万元左右。目前，企业
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今年制定的三年振兴计
划有望提前完成。

凝聚红色力量
———华菱涟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