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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之际，谨
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向所有致力于
深海装备研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
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
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
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
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从“蛟
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
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

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
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
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希望你们继续
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为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人类认识、
保护、开发海洋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1月28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华社三亚 11 月 28 日电“奋斗
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
海试并于 28 日胜利返航。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致以热烈的祝贺，向所有致力于
深海装备研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
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奋斗者”号
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
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
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

域的综合实力。从“蛟龙”号、“深海勇
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
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
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
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
了典范。

习近平希望所有致力于深海装备研
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继续弘
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为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人类认识、保

护、开发海洋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 28 日举行的“奋斗者”号海试返

航欢迎活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连线形式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
创新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高度重视，为做
好深海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
求，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奋
斗者”号在研制过程中充分调动和统筹
各方科研力量，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是我国深海科技探索道路上的重要里程
碑。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大力弘扬中
国载人深潜精神，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快科研成果应用转化，推动更多核心
技术突破和可持续迭代。

“十三五”以来，科技部会同中国科
学院、中国船舶集团，组织近百家科研院
所、高校、企业近千名科研人员，经过艰
苦攻关，成功完成“奋斗者”号的研制工
作。自 2020 年 10 月10日起，“奋斗者”
号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万米海试，成功完
成13次下潜，其中8次突破万米。11月
10 日 8 时 12 分，“奋斗 者 ”号 创 造 了
10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标志
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

习近平致信祝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

贺 信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2020 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
会上，硬核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

如果说用智能手机扫健康码进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大门，保安手持微型
机器快速查验身份证和测体温不算稀
奇，进展厅时看到大家的脸被安保屏
幕无障碍追踪识别、过闸机刷二维码
还是小儿科，那么再进一步，走到会
场，就会有不少东西让人“不淡定”了。

千吨重大家伙“不翼而飞”

在二号馆，长沙宏达威爱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展示区中心舞台，一台铁
建重工的盾构机巍然屹立。

不到两个月前，一台开挖直径可
达 16.07 米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在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长沙第一产业园下线。
整机长150米，总重量4300吨，是我国
迄今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舞台怎么也超不过100平方米，这
几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是怎么运进来的？
记者正纳闷时，盾构机竟然“不翼而飞”！

一转眼，一辆网红重卡沿着交通
标志清晰的沥青公路呼啸着开上舞
台。开着开着，底盘和轮胎之上的部
分基本上变成全透明的，只留下发动
机有力转动……

无中生有，虚实相生。这不是玄
幻剧，而是全球领先的 5G 和 VR 技术
在长沙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对
于工程机械和汽车等在研发设计阶段
的实物建模来说，公司所擅长的电子
建模周期短，成本低，而且简单易学。

长沙赫赫有名的工程机械头部企业
几乎都已和这家HTC旗下的企业签约。

HTC不再只是大家曾经熟悉的手
机品牌，它的工业建模已经服务于长
沙的先进制造业，其长沙总部就在声
誉鹊起的马栏山上。

夹娃娃背后的真功夫

比巴掌大一点的玻璃柜内，在转盘
上抓起矿泉水瓶盖大小的零部件，再精
准地放进空凹处，博世长沙的机械手灵
活自如，力量和精确度远远高过人力。

博世长沙今年主要展示5G工业互
联网应用。基于5G网络环境的搭建，制
定了4大类别的项目建设计划，分别是
基于5G的机器视觉、混合现实应用、无
人控制以及5G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的建设，形成
涵盖整个价值链的解决方案生态系
统，助力“未来工厂”的建设。

在博世展区旁，一名观展小女孩
揿动鼠标，库卡机器人手臂牵引着机
器爪转动，不一会儿就从几个毛茸茸
的洋娃娃、小黄鸭中稳稳抓住了一个。

帮助她的工程师说，不要小看了
遥控抓娃娃，这展现的是智能制造在
5G时代隔空作业的本领。哪怕是远隔
重洋，哪怕真是刀山火海，人工智能都
能帮助人类干很多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们已着手在长沙建设研发基地。”
在网络安全展示区，北京惠而特科技公
司销售人员于东东热情地介绍着人们陌
生而又重要的领域。

▲ ▲

（下转 4版）
（相关报道见4版）

创新引领
智造未来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冒
蕞 刘笑雪）今天下午，省委书记许达哲
在长沙与出席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
能制造大会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芮晓武等
嘉宾代表座谈。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
副省长陈飞参加座谈。

座谈中，许达哲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近年来，湖南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
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
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发挥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主体

地位，创新实力不断提高；积极发挥中
非经贸博览会、湖南自贸试验区等开
放平台作用，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着力
培育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动力、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智慧城市、5G、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致力做强大企业、
培育“小巨人”，发展新动能不断增
强。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打造“三
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巩固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希望进一步密切同国家各

部委、各参会企业的合作，携手推动电
子信息、网络安全、智能制造等产业发
展，促进更多产业项目、研发项目落户
湖南，共同为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作出湖南贡献。

芮晓武说，湖南发展势头良好、发
展潜力正日益凸显，释放出强有力的
产业、人才集聚效应。中国电子将立
足在湘良好发展基础，抢抓新阶段的
新发展机遇，在计算机整机生产、显示
技术、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领域加大
投资和项目布局力度，助推湖南加快
高质量发展，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许达哲与出席 2020 长沙网络
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的嘉宾代表座谈

湖南日报评论员

11 月 26 日，全省优秀新闻作品和
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在长沙召开：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湖南获奖作品、
2019年度湖南新闻奖获奖作品、第十五
届湖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以及第七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优秀个人等获奖
人员受到隆重表彰。

铁肩荷责，妙手华章。这是全省新
闻工作者春华秋实的年度收获，是党领
导下的新闻工作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
一叠叠获奖的作品、一排排受表彰的个
人，无疑是全省新闻工作者重整行装再
出发的新起点、新标杆。

纤笔一支，堪担大任。2020年，注定
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回望这段甘苦自
知的日子，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精准复工
复产、防汛救灾、特殊时期召开的全国两
会、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进入“十三五”收官阶段以及省委、省政

府各项重大工作等方面的宣传报道工
作，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都是一次又一
次的能力检阅。全省新闻工作者以坚定
的政治站位、过硬的业务本领、扎实的工
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交上了一份份
优异的答卷。在记录历史的同时，新闻
工作者也把自己的战斗身影载入历史。

心中有光、笔下有情。作为时代的记
录者、思考者，新闻工作者且歌且行，见证
发展历程，书写精彩故事。在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从老总到“小编”，200多名记者从
初夏走到仲秋，用脚丈量着110多个贫困
山村的山山水水，400多篇带着露珠、冒着
热气的作品，记录着这些年三湘大地在“精
准扶贫”理念引导下所发生的巨变，记录着
绝对贫困的消退、幸福生活的拔节生长。

心载千秋，笔传八方。记者这一职业
之所以受人尊重，既是因为新闻的使命值
得尊重，亦因新闻人身上的价值示范值得
敬重。时序更替，新闻常新。在人民的期
待目光里，在时代发展演进的脉络里，在
浩浩荡荡的改革大潮中，好记者与他们的

好故事，诠释着激情，见证着力量。
翰墨皆凝香，俯仰俱风流。“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伴随新
闻延展的年轮，新闻工作者用努力、汗水，
践行自己的职责使命，用行动证明自己是
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好记者。置身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踏上第二个
百年梦想的新征程，践行脚力、眼力、脑力
和笔力依旧是新闻工作者亘古不变的基
本功。伴随媒体融合的鼓点，新闻人行走
于时代沃土，从微观真相抵达宏观真实，
于青蘋之末认准大势所趋，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在一起的初心矢志不渝。

新闻不老，记者一直在路上。从“铅
与火”到“光与电”再到“云与端”，媒介传
播渠道不断变化，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声音为声音、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是
新闻工作者不变的职责；时光流逝，唯情
怀不可舍弃，唯心至不可或缺，把准“方
向盘”，行千山万水，入千家万户，吃千辛
万苦，才能更好地让主流思想入脑入心，
让新闻的力量奔流不息。

唯情怀不舍 唯心至不缺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陈昂
昂）11 月 27 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
堂、进校园”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住
湘全国政协委员召集人、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出席湖南分会场活动。

史衍良、宋君强等住湘全国政协委
员，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部分省、市、
县（区）政协委员在湖南分会场参会。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雷鸣强在湖南分
会场作题为《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课程教学工作的建议》的发言。
他建议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学全方
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
术体育教育各环节，适当开设专门课程。
做好“共性课程”与“特色课程”结合文章，
促进以国家或地方颁布的教学计划的必
修课程与传承各地方、民族特色文化精神
及技艺的“特色课程”相互贯通融合。

长沙市政协委员王琳通过视频连
线作题为《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助力“三
进”新途径》的发言。她介绍，通过政府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雨花区在
全国范围内寻访、聚集了200余名非遗
传承人和 359 个非遗传承项目。她建
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明晰政策支持和督
导体系；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助力“三进”
的具体服务标准及科学易操作的考核
标准；遴选一批国家级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教育基地，共同完成优秀传统文化

“三进”的标准化课程设置。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国家部门

相关负责人对雷鸣强、王琳所提建议分
别进行了回应。

今年 9 月，全国政协调研组曾深
入湖南长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等地，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课本、进课堂、进校园”主题开展调研。

全国政协召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
李微微出席湖南分会场活动

湖南日报11月
28日讯（记者 李永
亮 通讯员 王锋）11月
27日，株洲市全面超
额完成2021年度《人
民日报》《湖南日报》
等重点党报党刊发
行任务，综合完成率
105.4%，实现了党报
党刊发行数量稳定、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的目标。这是我省
首个完成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的市州。

株洲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将其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部署要求，专
门召开全市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安排
部署，下发文件，明确
职责。要求各级、各
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第一责任人”，充分认识做好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创新征订方式，
扩大覆盖范围，提高发行效率，以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确保党报党刊发行任务顺利完成。

株洲各县市区、各部门加强组织
领导，宣传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组织部
门大力支持，财政部门经费保障，邮政
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确保 2021 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的全面完成。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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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忙

11 月 26 日，嘉禾
县晋屏镇彭家村，村民
在翻耕农田。时下进入
冬种时节，该县农民抢
抓农时，进行翻耕、整
地、育种、农作物管理等
农事作业，田间地头一
派忙碌劳动景象。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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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相生 万物融通
——直击2020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孙
敏坚)今天，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
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
花垣县等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学
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
重要论述，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
新”使命，牢牢把握主题主线，不断深
化改革创新，更好促进共同富裕，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湘西
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湘西州委
书记叶红专，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调研。

初冬的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沉甸甸的蜜柚压弯了枝头。毛伟明详
细了解该村水果种植、技术输出、乡村
旅游发展等情况。毛伟明说，村里以
一产业为基础，“接二连三”做得好。
要发挥致富带头人作用，在技术、品种
和销售上下功夫，发挥科技力量，发展

电商销售，壮大集体经济，带动贫困群
众和周边村共同富裕。

作为全国“精准扶贫”首倡地，7年
来，花垣县十八洞村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精准扶贫方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元增加到2019年的14668元，村
集体收入超过120万元。毛伟明说，十
八洞村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绩，是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方略科学指引
的结果，是我国脱贫攻坚伟大事业成
功的缩影。老百姓真心感恩共产党，
感激习总书记，也更加坚定了“四个自
信”。

在湘西高新区，毛伟明来到湘西
吉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安捷朗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优化营商
环境，培育科技型、成长型企业，打造
良好产业生态，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
提升产品品牌和市场效益。

调研期间，毛伟明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湘西州发展情况汇报。他指
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湘西州要应对新挑战、争创
新优势、展现新作为，努力开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新局面。要大力促进共同
富裕。进一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全面打扫脱贫攻坚战场，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确保不断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要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充
分发挥湘西州自然生态优美、历史底
蕴深厚等比较优势，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湘西特色
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大力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以维护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为主责，巩固和发展
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大好局
面。

毛伟明指出，要着力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增强政治能
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激发干事活力，坚守廉洁
底线，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永葆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毛伟明在湘西州调研时强调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贡献湘西力量

海底1万米，你好！
——“奋斗者”号标注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

守正创新，打造新时代“演艺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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