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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在中国医师节到
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是推动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

大医务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重托，义无反顾冲上疫
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
搏、日夜奋战，为抗击疫情付出了艰苦努力、作出了
重大贡献，彰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
担重任，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健康中国、增
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
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弘扬先进事
迹，加强业务培训，支持开拓创新，帮助解决困难，
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率长株潭三市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实地调研长
株潭一体化“三干一轨”项目建设情况，看望慰问
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程建设者。他强调，要争分
夺秒、只争朝夕，确保“三干一轨”项目早建成、早
见效，依托“半小时交通圈”打造“半小时经济
圈”，加快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参加调研。
这是自 2018 年 11 月省委常委会决定推进

长株潭一体化“三干两轨”（包括已建成的长株潭
城际铁路）项目建设以来，杜家毫第4次实地调
研督导项目建设。杜家毫一行从长沙锦泰广场
城际站出发，搭乘 C7807 次城铁前往湘潭昭山
站。“逐步实现地铁化，让市民出行不用再惦记列
车时刻表，就是长株潭城铁追求的目标。”车上，
杜家毫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小
编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目标，进一步增加小
编组动车、优化停靠站点、加密开行对数，推动长
株潭城铁运营组织、票务管理、安检乘务等加快
由高铁模式向地铁模式转变，更好服务市民便捷
出行，进一步放大长株潭融城效应。

从城铁昭山站换乘汽车，杜家毫一行考察了
芙蓉大道、潭州大道快速化改造和轨道交通西环

线项目建设情况。沿线施工人员正迎高温、战酷
暑，加快项目建设，确保“三干”主线按期竣工通
车；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所有车站也已全
部开展基础工程施工。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杜家毫认真听取省
发改委和长株潭三市关于“三干一轨”项目推进
情况汇报，充分肯定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显
著。他说，“三干一轨”项目建设，拉通了长株潭
城市群骨干路网，支撑了“六稳”“六保”，锤炼和
展现了三市干部队伍打硬仗、大仗、胜仗的能力
和水平。同时也启示我们，干工作必须先统一思
想，只要思想统一了，就能形成行动自觉，再大的
困难也能克服。当前，项目建设到了最后冲刺阶
段，要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完善配套设施，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三干一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杜家毫指出，长株潭一体化是湖南人民长久
以来的期昐，是历届省委、省政府一以贯之的发
展战略。长株潭一体化本质上是经济一体化，不
是行政一体化。要保持定力，真抓实干，依托“三
干两轨”骨干路网，把“半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
经济圈”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要打造沿线经济走廊，合理布局一批产业项
目，形成特色产业带；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充分调动长株潭三市积极性，总体规划、分步建
设若干大型商住区，更好地改善民生、推动增长、
促进融城；健全完善长株潭三市协调机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充分
发挥“三干两轨”的功能作用，一盘棋统筹推进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

杜家毫调研“三干一轨”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依托“半小时交通圈”打造“半小时经济圈”
加快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黄雪娱）8月17日，湘企可
孚医疗和达嘉维康拟申请创业板注册
上市的状态，双双更新为“已问询”。
自创业板注册制上市审核“开闸”以
来，符合条件的湘企积极申报，目前在
审企业数量已达 10 家，其中 1 家企业
注册生效、6 家企业已问询、3 家企业
已受理。

根据深交所公告，已于 7 月 29 日
注册生效的安克创新，将于 8 月 24 日
在创业板上市。这家主要从事消费电

子产品自主研发、设计和销售的中国出
海品牌领军企业，将成为我省第一家创
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下成功过会的
企业。

目前处于“已问询”状态的湘企，除
专业从事家用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可孚医疗，区域性医药流
通企业达嘉维康外，还有连锁药店品牌
企业养天和大药房，国产臂式高空作业
设备第一品牌星邦智能，国内唯一专注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业的独立软件企业
创智和宇，以及基础化学原料生产企业

恒光股份。从行业来看，6家“已问询”
企业中，有3家处于大医疗行业。

“已受理”的 3 家企业分别是族兴
新材、艾布鲁环保和邵阳维克液压。邵
阳维克液压总部位于邵阳市，主要从事
液压柱塞泵、液压缸、液压系统的生产
销售。湖南 2019 年提出了上市公司

“破零倍增”计划，其中包含“暂无上市
公司的市州要实现零的突破”。目前湖
南百余家上市公司中无一邵阳企业，邵
阳维克液压无疑是邵阳企业上市“破
零”的希望。

10家湘企齐“闯”创业板
其中1家企业注册生效、6家企业已问询、3家企业已受理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颀杨

自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
我省着力建设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积极探
索形成中国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模式”。

8 月 18 日，湖南-非洲三国贸易合作推介
会在长沙举行。这是我省今年第一场对非重
大经贸活动，旨在加强湖南对非洲非资源型产
品的进口，以湖南高桥大市场非洲咖啡街、可
可营销中心为范例，积极打造非洲非资源型产
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

从一杯咖啡开始，建设非洲
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

浓郁的咖啡香气弥漫，湖南高桥大市场非
洲咖啡街里，每家商户都设立了非洲咖啡展示
区，售卖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坦
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优质咖啡原料，还有咖啡
师现场冲泡。

8月18日，湖南高桥大市场非洲咖啡街、可
可营销中心正式开业运营，标志着非洲非资源
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第一批子中心落地
湖南。

在非洲咖啡街的盛和咖啡，记者看到，这
里除了可进行咖啡消费体验外，还承担设备销
售、技术输出等功能，助力消费市场开拓。据
介绍，非洲咖啡街现有商户20多户，包括捷欧
咖啡、王力咖啡、盛和咖啡、七杯咖啡、每度咖
啡等，经营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下一步，将

整合非洲咖啡产业资源，打造成为非洲咖啡豆
集散中心和贸易中心，打通非洲咖啡进入中国
市场的产业链条。

当天举行的湖南-非洲三国贸易合作推介
会上，多方签约助力打造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
散交易加工中心。

建设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
湖南打造中国地方对非合作新窗口

中非经贸博览会落户湖南以来，省商务厅
大力推动建设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
工中心，此次开业的非洲咖啡街、非洲可可中
国营销中心，是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
工中心第一批落地的子中心。

据了解，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
中心以在高桥大市场建设的中非经贸合作促
进创新示范园为中心，打造非洲可可、腰果、咖
啡、芝麻、花生、木材、鳀鱼、棉花、干辣椒、海
鲜、橡胶等非资源型产品的集散交易加工中
心、对非经贸企业的汇聚中心、对非出口产品
的展示交易中心。同时，利用长沙北站内陆
港、金霞保税物流中心霞凝港、岳阳城陵矶港、
黄花综保区航空港优势，形成湖南与非洲陆海
空全方位的立体物流体系，面向中部地区，辐
射全国。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介绍，除打造非洲非
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外，我省还着力
组建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建设中非经贸促进
创新示范园，建设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组建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深化地方对非经贸合作
机制，设立中非驻地服务中心以及成立中非经
贸合作职业教育产教联盟。

近年来，湖南与非洲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截至目前，有120多家湖南企业投资非洲，实际
投资额突破10亿美元,一批对非重点项目快速
推进。湖南对非洲进出口额逆势上涨，今年
1 至 6 月，进出口额 1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湖南从非洲进口7.7亿美元，同
比增长36%。

湖南-非洲三国贸易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探索对非合作“湖南模式”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
讯员 向延平 廖喜张）8月17日，在株洲市荷
塘区，省重点项目三一智慧钢铁城强力推进
施工，将于明年10月竣工投产。受益于三一
集团的强大号召力，目前已有10余家相关企
业前来投资、洽谈，届时，株洲将形成创新型
钢铁供应产业链。三一株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波介绍，该项目“将以100亿元总
投资，撬动综合产值2000亿元”。

株洲市在持续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中，围绕省“五个 100”、省重点项目、总投
资5亿元以上大项目集中发力，抓重点、控节

点、疏堵点、破难点，突出抓好一批投资体量
大的项目建设，全力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
用，推进产业项目阔步向前。今年以来，该市
先后开展 3 次集中开竣工、两次“看学议”活
动，并举办重大项目融资推介、项目储备开发
培训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既有效传导压力，又
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株洲市还创新思维抓产业项目。围绕中国
动力谷“3+5+2”产业体系，铺排项目164个。
选择17个优势产业链，以产业链思维，创建链
长制、产业协会、产业链企业联合党委“三方联
动、同频共振”工作机制。

▲ ▲

（下转2版①）

株洲产业项目建设成绩亮眼
1至7月，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77.95%，列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
达 通讯员 郭东灿)8月18日上午，永州市举
行2020年第4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活动
暨永州5G生态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集中开
工重大项目 61 个、总投资 159.91 亿元，集中
签约招商项目 65 个、总投资 185.25 亿元，为
该市“稳投资促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做好

“六保”“六稳”工作提供新支撑。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永州

市坚持经济工作项目化，强化“以产业比实
力、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的氛围浓厚。此前举行的3次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签约活动，共开工重大项目 260
个、总投资780亿元，签约招商项目192个、总
投资463亿元，为克服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回
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永州
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1%，排全省
第4位。

▲ ▲

（下转2版②）

永州举行今年第4次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涉及项目126个、总投资345.16亿元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
者 邓晶琎）今天，快线航空有
限公司在长沙获得民航中南局
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及运行合格
证，将从事短途航空运输。这
标志着湖南又新增一家航空公
司，旅客出行将有新选择。

当天，快线航空与奥凯航
空湖南分公司签署协议，将依
托奥凯航空的机队规模与通航
点，合作开展“干支联运”，加密
湖南省内各支线机场与长沙机
场的航班，力争打造“1 小时省
内通航圈”。

今年7月以来，我省迎来首
家本土航空公司红土航空，并
组建了湖南省通用航空发展有
限 公 司 ，航 空 运 输 业 发 展 加
快。快线航空正式通航后，将
加速我省短途运输通用航空发
展。

按计划，到 2025 年，全省
将建成“1+13+N”(以长沙为中
心，13个市州为骨干，其他为节
点)的通用机场骨架网。目前，
湖南正加快推进在张家界、常
德、怀化等支线机场建设通用
航空基地。娄底桥头河、益阳
安化、益阳赫山、常德石门、郴州飞天山等一批
新建通用机场项目正进行前期对接。

醴陵陶瓷安化黑茶激情碰撞
“潇湘五彩·瓷茶风云”湖南省瓷茶产业融合发展大会

暨文旅推广活动将于8月22日-24日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孟姣燕 龙文

泱 张咪）古丝绸之路上，瓷茶相伴，向世界传播
中国声音。处暑时节，潇湘大地醴陵陶瓷和安化
黑茶激情碰撞，将共献一场瓷茶国风盛会。湖南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潇湘五彩·瓷茶风云”湖南省瓷茶产业融合发展
大会暨文旅推广活动，将于8月22日至24日在
长沙九所宾馆举行。

本次活动以“潇湘五彩·瓷茶风云”为主题，由湖
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益阳市人民政府、株洲市人民政
府主办，安化县人民政府、醴陵市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将召开湖南省瓷茶产业融合发

展大会、安化醴陵瓷茶文旅推介会，举办湖南瓷茶
融合非遗艺术创新展、茶瓷文旅融合发展主题沙
龙、茶瓷互动体验联合推广活动等五大主题活动。

8月22日下午起，活动正式对公众开放，除
安化县和醴陵市外，古丈、桑植、石门、君山、沅
陵、茶陵、保靖等区县将携好茶而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将现场邀约
观众互动体验制茶、品鉴和画瓷等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我省文旅行业坚持
“文旅+”发展理念，助力安化黑茶和醴陵陶瓷两
大“湘”字号品牌跨界跨区域合作，瓷、茶、旅产业
融合发展，推进千亿湘茶产业建设，加快大湘西
地区茶农脱贫致富步伐。

▲ ▲

（下转2版③）

8月18日，俯瞰洞株（长沙洞井铺—株洲）公路长沙段。该路是长株潭一体化的三条干
线公路之一。目前，路面沥青铺设已完成，进入主线施工收尾和附属设施安装。预计本月
底，主线将全线通车。届时长沙至株洲行车时间将缩短至30分钟。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何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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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产业项目建设年

罗子山村：

白水飞瀑 出水芙蓉

广西名师 湖南高徒
3版

邓后勤：

山路弯弯十四载
科技富农梦正圆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