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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进
———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70年纪实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贺佳）昨天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长
沙会见了来湘出席三一智联重卡项目开工暨
道依茨发动机项目签约开工动员活动的德国
道依茨股份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弗
兰克·席勒一行。

道依茨是世界上第一家生产内燃机的
企业，也是现今历史最悠久的发动机独立制
造厂商。目前，道依茨在全球130个国家有超
过800家合作伙伴，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商用
车辆、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发电机组及船舶
等领域。为加强主机产品配套能力，三一集
团与道依茨在长沙经开区成立发动机合资
公司，计划投资35亿元建设年产60万台柴油
发动机项目，全面配套三一产品。在双方企
业和省市县各级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实现

了51天签约、73天开工建设的新的“湖南速
度”。

杜家毫欢迎弗兰克·席勒一行来湘，他
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近年来湖南
扎实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加快制造业转型升
级和提质增效，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取得明
显成效。湖南已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中小航空发动机、汽车及零部件的重要
生产基地，成为中国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
一， 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较强的研发能
力。德国是制造业大国，湖南历来高度重视
与德国工商界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交流合
作， 开通了长沙至法兰克福的直飞航线，以
德国工业4.0为样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携
手德资企业共同发展自动驾驶产业等。目
前，博世、卓伯根等一批德资企业在湘发展

态势良好。
杜家毫说， 德国道依茨股份公司是世界

知名的发动机制造企业，有着悠久历史、先进
技术和良好声誉。 此次与三一集团携手在湘
投资建设发动机项目， 必将为湖南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湖南将以最快的速
度、最好的质量、最优的服务推进项目建设，
力争早日竣工达产，实现互利共赢。

弗兰克·席勒说，此次项目签约开工充分
体现了湖南速度、长沙效率，进一步坚定了道
依茨在湘投资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道依茨将
与三一一道，在湖南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
力加快项目建设，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更
好助力湖南制造业发展。

省领导胡衡华、张剑飞，三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稳根参加会见。

为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杜家毫会见弗兰克·席勒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贺佳 熊远
帆）今天上午，三一智联重卡项目开工暨道依
茨发动机项目签约开工动员活动在长沙经开
区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举行， 这是我省扎实
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结出的又一硕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宣布项目开工，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致辞。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陈飞，德
国道依茨股份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弗兰克·席勒，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
根出席开工动员活动。

三一智联重卡项目总投资220亿元， 首期
项目计划于2020年底实现主体竣工，2021年上
半年全面建成投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实现

30万台智联重卡、30万套驾驶室、60万台柴油
发动机和新一代工程机械的规模生产，预计年
产值将超过1500亿元，成为三一集团首个千亿
级单体园区。今天同步签约开工的道依茨柴油
发动机项目，由三一集团与道依茨公司合资共
建，将致力打造成中国乃至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依托该项目，三一快速崛
起的智联重卡业务将实现规模化发展，有望为
湖南贡献一个世界级重卡品牌，填补产业空白，
推动湖南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许达哲在开工动员活动上说，构筑湖南未
来发展战略优势，必须把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
作为重要支撑，推动我省工业经济做优做强做
大。此次开工的三一智联重卡项目是实体经济
与互联网融合项目，同步落地的道依茨发动机

项目对我省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的强链、补链
具有重大意义。希望三一集团、道依茨公司高
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
真正把项目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具竞争力
的智联重卡和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打造成智
能制造的样板，成为湖南制造强省建设和德国
工业4.0对接合作的典范。 长沙及有关部门要
一如既往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良的服务，营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如期
发挥效益。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抢抓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
的应用，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创新供应
链，加快“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转变，引领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一智联重卡、道依茨发动机项目同步开工建设
杜家毫宣布开工 许达哲致辞

项目总投资220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1500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
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3版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于振宇 通讯员 言娟）今天上午，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了有关决议、决定、地方性法规
和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
玉主持会议，副主任黄关春、杨维刚、王柯
敏、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隋忠诚、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叶晓颖
列席会议。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
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新修订的《湖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 办法》《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关于批准《株洲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邵阳市邵水保护条例》《岳阳市扬尘污染
防治条例》《永州市乡村房屋建设管理条
例》的决定，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社
会建设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
刘莲玉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

发了任命书。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向常委会提出
了关于个别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
终止的报告。现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754名。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于振宇）“新修订的实施办法明确规定，研
发机构、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在
科技成果转化中可以获取奖励和报酬。此
举为我们开了‘定心丸’，必将调动更多科
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 今天上
午， 见证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办法》
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副院长尹双凤教授欣慰地说。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是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我省
科研院所、 高校里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
员不在少数， 但由于他们具有国家公职人
员身份， 对于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能否获取
奖励和报酬，现有规定还不明确，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他们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
性。 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在立
法调研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经过认真研
究，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决定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 实施办法的修订中对这一
问题予以明确， 以激励这类科技人员积极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办法规定， 政府设
立的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及其所属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正职领导， 是科技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
出重要贡献的，可以依法给予现金奖励，但
一般不给予股权激励。 其他担任领导职务
的科技人员， 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
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 可以
依法给予现金、 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
和报酬。

同时，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对科技人员
给予奖励、报酬的标准和方式。特别是对于
研发机构、 高等院校等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主体， 明确科技人员将职务科技成果转
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可以从该项科技成
果转让净收入或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百分之七十比例的奖励和报酬。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何金燕 ）
9月26日至28日，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培
华来湘调研。

在湘期间， 马培华出席了在张家界市
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服务贸易年会和荷花国
际机场丰泽公用保税仓启用仪式。

在第十届中国服务贸易年会开幕论坛
上，马培华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指出，推进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是进一步促进我国
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几十年来，中国通过
不断完善提升服务的质量与价值， 学习国
外的先进经验与模式，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提升“中国服务”的文化认知，以期引领世
界服务经济发展潮流， 这些正是中国服务
开放观的具体体现。 张家界有良好的服务
贸易发展基础，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发

展契机，积极对接国际市场，密切联系华南
华东市场，依托国际物流空港、保税仓、保
税店，积极建设大通关、大平台、大通道，形
成张家界开放型经济国际化的新平台，推
动张家界旅游等服务产品走向世界。

马培华说，中国服务的发展观就是“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通过高水平
开放促进高水平发展， 通过开拓创新实现
高质量发展。 张家界要充分利用好旅游资
源丰富的优势，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积极探
索旅游新产品、旅游新业态、旅游新模式，
深度挖掘自然、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充
分运用新技术， 不断开发新的体验式旅游
消费产品， 促进张家界旅游服务品质进一
步提升，打响张家界旅游服务品牌。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陪同调研。

马培华来湘调研时强调
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
日清晨6时30分，一趟装载近万吨优质煤的
货运列车，从内蒙古浩勒报吉南站驶出。这
标志着世界上一次性建成而且开通运营里
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浩勒报吉至吉安铁
路（简称浩吉铁路，原名蒙华铁路）开通运
营。浩吉铁路在我省途经岳阳和长沙两市，
将为我省打通一条“北煤南运”大通道。

浩吉铁路全长1813.5公里， 北起浩勒
报吉南站，途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七省区，终到京九铁路吉

安站。开通初期设车站77座，设计时速120
公里，规划年运输能力2亿吨以上。

浩吉铁路连接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
地区与鄂湘赣等华中地区，是“北煤南运”
国家战略运输通道、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浩吉铁路在湖南境内途经华容县、君
山区、云溪区、岳阳楼区、岳阳经开区、临湘
市、岳阳县、平江县、浏阳市。待湖南境内的
集疏运项目建成运营后， 浩吉铁路可极大
满足我省煤炭供应缺口。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邓晶琎
孙敏坚 陈淦璋 刘勇

橘绿橙黄，又是一年秋色好。
三湘大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正如火如荼走向深入。
这样的时刻， 总是勾起人们美好深沉的

记忆。那些留在三湘四水的难忘瞬间，那些重
逾千钧的殷殷嘱托， 成为湖南人民砥砺向前

的强大力量。
湖南人民忘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到湖南考察， 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的审议， 多次对
湖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一带一部”的
战略定位 ，到“三个着力”的工作指导 ；从
“精准扶贫”的现场动员，到“守护好一江碧
水”的殷切寄望；从传承好红色基因的深情
嘱托， 到从严治党的严格要求……无不充

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深切关怀与
殷切期盼。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湖南省委、省政府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做
好新时代湖南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开拓创新，奋力前行，加快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各项事业取得新成绩，谱写了湖
南改革发展的新答卷。

荩荩（下转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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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奋进潇湘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综述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闭幕

我省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办法
明确担任领导职务的

科技人员可以获取奖励

世界最长重载铁路浩吉铁路开通

为湖南打通一条“北煤南运”大通道

9月28日上午，
湘府路快速路主线正
式通车试运行， 长沙
城南再添一条交通
“大动脉”。 此次放开
交通路段为花侯路以
西至湘府路大桥主线
桥梁、隧道，含8对平
行匝道以及绝大部分
地面辅道。 万家丽互
通此次仅放开北往
西、西往北两条匝道，
实现湘府路高架与万
家丽高架顺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湘府路快速路
通车试运行

■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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