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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贺佳 邓晶
琎 周帙恒）今天，黔张常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填补了渝鄂湘三省市交界地区铁路网空白，
标志着常德、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从此迈入高铁新时代。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一行从长沙乘坐动
车组列车抵达张家界西站，出席在这里举行
的黔张常铁路开通运营仪式。杜家毫宣布铁
路开通运营，许达哲讲话。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郭竹学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谢建辉主持，省领导张剑飞、叶红专、陈飞，以
及广铁集团和常德、张家界、湘西州主要负责
人出席。

黔张常铁路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
2019年12月建成，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该
铁路起于重庆市黔江区，向东经湖北省恩施
州，湖南省湘西州、张家界市，终至常德市，线
路全长 336.3 公里，为国铁I级双线客货共线
铁路，全线设黔江、咸丰、来凤、龙山北、桑植、
张家界西、牛车河、桃源、常德9座客运车站，初
期运营时速200公里。开通初期，铁路部门将
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8对。2019年12月30日

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后，将安排开行动车组
列车日常线12对、高峰线8对，还将开行普速
列车 7 对。今后，黔江至常德只要 3 小时 9 分
钟可达，长沙至张家界的动车组车程将压缩
至2小时40分。

黔张常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网重庆至长沙至厦门主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线路在黔江站与渝怀铁路连接，在张
家界与焦柳铁路、正在建设的张吉怀铁路连
接。其与在建的常益长铁路和即将开工建设
的重庆至黔江铁路，共同构成重庆至长沙快
速客运通道。随着铁路开通运营，将进一步
完善我国中西部地区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
武陵山区沿线 1500 多万各族群众出行，对
更好发挥我省“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加快开
放崛起步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革命
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
重大意义。

许达哲指出，黔张常铁路的建成通车，是
我省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的重大进展。我
们要立足“一带一部”新定位，紧紧抓住中部
地区崛起、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等
重要机遇，加快推进渝怀复线、张吉怀、常益

长、怀柳电化、焦柳永州扩能等铁路建设，确
保2021年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努力
构建省内省外通道联通、区域城乡覆盖广泛、
枢纽节点功能完善、运输服务一体高效、贯通
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新格局，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要借助黔
张常铁路开通运营的良好开局，以更高视野
谋划发展，最大限度释放高速铁路的辐射效
应，吸引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新跨越。沿线市州要充分挖掘旅
游文化资源，进一步做强做大旅游产业，真正
把黔张常铁路建设成为服务于民、造福于民
的旅游线、扶贫线、文化线、生态线。铁路部门
要坚持安全第一，不断提升黔张常铁路运营
管理水平。

郭竹学表示，国铁集团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通行
需要为目标，全面做好包括黔张常铁路在内
的湖南铁路管理运营工作，与湖南省委、省政
府一道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大省内铁路基础
设施补短板力度，不断提升湖南铁路运营保
障能力和服务品质，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常德、张家界、湘西州迈入高铁新时代

黔张常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杜家毫宣布开通运营 许达哲讲话

●全线设黔江、咸丰、来凤、龙山北、桑植、张家界西、牛车河、桃源、常德
9座客运车站，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

●今后，黔江至常德只要3小时9分钟可达，长沙至张家界的动车组车程
将压缩至2小时40分

12月26日下
午，黔张常铁路桑
植段，一列动车从
长湾澧水大桥上
驶过。当天，黔张
常铁路正式开通
运营，常德市、张
家界市、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三
地迎来了期盼已
久的高铁新时代。

向金次 摄

湖南日报评论员

朝辞长沙站，暮从武陵归。12月26日6时
28分，C8030次动车准时从长沙火车站开出，
黔张常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在高铁入湘十年的
这天，黔张常铁路的建成通车，标志着常德、张
家界、湘西州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是我
省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的重大进展。

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开通运营。此
后十年里，省内省外通道联通的网络以疾风的
速度编织成型。无论是缩短距离，还是节省时
间，无论是效率提升，还是服务优化，彰显着我
省全力构建区域城乡覆盖广泛、枢纽节点功能
完善、运输服务一体高效、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
交通新格局。按照这样的速度和进度，2021年全
省定能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向东是创新驱动的前沿，向西是投资兴业
的热土，黔张常铁路注定是一条开放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重庆至长沙
至厦门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黔张常铁路填
补了渝、鄂、湘三省交界地区铁路网空白，完善

了中西部结合部的干线铁路网，开启了武陵山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合作时代。今后，通过这条
铁路可密切成渝城市群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联
系，紧紧抓住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机遇，把“过渡
带”“结合部”的文章做实、做好；加深湘西州等
地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积极打造承接产业
转移高地，共同演绎更多更美精彩故事。

昔日山路漫长盼相逢，今朝穿山越岭一日
还，黔张常铁路还将成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
穿行之处，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
也是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其开通运营可
以说从根本上改善武陵山区腹地落后的交通
状况，方便沿线1500多万各族群众出行，体现
了每个人都能“上车”、一个都不能少的共享理
念。更为重要的是，畅通外出务工的出行线路，
打开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思路，沿线地区的脱贫
攻坚由此产生更多就业机会、致富门路，从而
加快补上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面向未来
抢抓机遇，最大限度释放高速铁路的辐射效
应，吸引更多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劲能量、惠及湖湘儿女，将

是黔张常铁路给我们描绘的愿景。
从巍峨的武陵山脉延伸至秀丽的洞庭水

乡，从独特的木质吊楼变换为现代的玻璃幕
墙，车窗外时移景换，黔张常铁路更是一条惊
艳连连的旅游之路。饱览山水美景、领略红色
文化、尽享民俗风情，黔张常铁路将让湘西北
原本零星分散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成串成链，
使人们更好对接关于诗与远方的想象。乘坐
当日第一趟动车前往张家界的旅客，领取了
丰厚的旅游“红包”，这种主动招徕八方来客
的意识说明，沿线市州充分挖掘丰富的旅游
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产业，提升服务水
平，发力发展旅游经济，必将不断增加旅游收
入，畅享黔张常铁路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前路坦荡，其道大光。5年来，3万多筑路
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克了地形地貌极
复杂、重点控制工程多、施工安全风险大等诸
多难题，较计划提前半年完成工期。机遇来
临，更需紧紧握住，真正把黔张常铁路建设成
为服务于民、造福于民的旅游线、扶贫线、文
化线和生态线。

前路坦荡，其道大光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下午，我省与中国工程院签署
科技创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前，省委书
记杜家毫会见了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
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与李晓红出
席院士咨询座谈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参加会见，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副省长陈飞代表
双方签约。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尹泽勇、
丁荣军、宋君强、欧阳晓平、周建平、罗安、郑
健龙、廖湘科、王耀南、柴立元出席座谈会。

根据协议，我省将与中国工程院在开
展战略咨询合作、推进重点领域重点产业
发展、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加强人才工程建
设等方面深化新一轮省院合作。其中在共
建平台方面，双方将重点推动“中国工程科
技联合创新中心——湖南工业创新中心”

（又称“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建设，以岳
麓山大学科技城、“两山一湖”创新创业基
地和长沙高新区麓谷产学研基地为依托，
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资源，聚焦湖南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中小航空发动机等
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
特色的现代工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支撑
和带动湖南千亿级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见中，杜家毫感谢中国工程院长期
以来给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
新的大力支持。他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们把创
新和开放作为驱动湖南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切实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引进
力度，大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着力打造
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的科

技创新基地，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随着此次省院科技创新合作协
议的签署，必将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希望中国工程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与湖南一道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引
导更多院士专家针对湖南产业特点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
务在湘落地，共同为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
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作贡献。

许达哲在座谈中说，近年来，湖南坚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筹建“岳麓山工业创
新中心”，是省院合作模式的重大创新，对湖
南打造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意义重大。希望
中国工程院以创新中心为载体，与湖南在加
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共建科技创
新平台、集聚高端创新团队和人才等方面紧
密合作，助力湖南全面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
能力。湖南将全力支持工业创新中心建设和
各位院士专家工作，为各类优秀人才扎根湖
南、成就事业创造良好环境。

李晓红说，近年来，湖南创新实力、科
教实力显著提升，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
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中国工程院将不断
深化院省合作，在汇聚院士队伍、开展战略
咨询、进行联合攻关、组织“院士湖南行”

“院士恳谈会”等方面积极作为，大力支持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建设，助力“三湘
号”巨轮扬帆远航、乘风破浪。

签约现场，许达哲与李晓红还共同为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揭牌。

我省与中国工程院
签署科技创新合作协议

杜家毫会见李晓红
许达哲与院士专家座谈并见证签约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冒蕞
张尚武 刘笑雪）今天，全国推进农产品“三
化”（生产标准化、特征标识化、营销电商
化）试点培训班在长沙举行。此前，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与来湘出席此次活动
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一行座谈。

副省长隋忠诚出席活动。省政府秘书
长王群参加座谈。

2018年以来，湖南在全国首推农产品
“身份证”管理制度，建立农产品“身份证”
管理一个平台、六大体系，全省已有1700
余家农业企业、5000余个农产品品牌入驻
平台实行“三化”试点和“身份证”管理，平
台访问量突破260万人次。

座谈中，许达哲感谢农业农村部长期
以来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

说，近年来，湖南高度重视农产品“三化”试
点和“身份证”管理工作，大力发展数字农
业，在平台开发、信息采集、质量安全监测、
品牌打造与推广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和有
益尝试，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从田间到舌尖”的渠道更加畅通，有力保
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将以本次培训
班举办为契机，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
农产品质量效益，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希望
农业农村部继续对我省乡村产业发展、农
业特色小镇建设、生物种业创新中心创建、
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予以支持，助推湖南补齐农业农村发展
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下转2版①）

全国推进农产品“三化”
试点培训班在湘举行

许达哲与余欣荣座谈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陈昂
昂）今天，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部分省政协
专委会和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赴长沙、岳阳
等地看望慰问部分省政协委员，走访部分
民营企业，调研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湖南诺贝尔摇篮
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优冠体育材
料有限公司、开源·浏阳河·湖湘文化集团、
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湖南远航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天心数码智能经济创新
产业基地人工智能展馆等地考察调研。

在湖南诺贝尔摇篮教育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幼儿园的办学
情况，并与孩子们交流。李微微指出，幼儿
园的教育是孩子们一生的基础，教育的标
准丝毫不能降低，委员企业要带头把好关；
要通过政协平台建言献策，把好的教育理
念和方式进行推广。

▲ ▲

（下转2版②）

李微微在调研委员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时强调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更好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贺威）
今天，2019年度全省本科高校党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第
26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扛
牢主业主责，以钉钉子精神切实抓好高校
党建和思政工作，以党建和思政工作新成
效引领高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

（下转2版③）

乌兰在2019年度本科高校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上强调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孟姣燕 何

金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关系到广大农民
工的切身利益。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人社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联合通报全省打击恶意欠薪犯罪工作推进
情况。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为 2.68 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2.56 亿
元，全省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得到了有效

遏制。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成立省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省
长任组长，22个省直部门作为小组成员单位，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面推动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名制管理、总包委托银
行代发等长效机制落实；

▲ ▲

（下转6版）
（相关报道见6版）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湖南为2.6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56亿元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
中小企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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