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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教育部在湘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国家教育部在长沙
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
《职业院校管理
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实施成效及
职业教育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工作举
措。湖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蒋昌
忠出席会议。
最近，湖南省环境职业学院一次性清退了 22
名补考不合格的学生，引起了各界对于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的关注和讨论。对此蒋昌忠表示，立德
树人关系到学生、家长、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民生工
程，同时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
人培养问题。湖南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去落实人才
培养的责任，一是加强职业院校学生的德育工作，
二是打造职业教育的标准体系，三是抓好学生技
能的抽查和毕业设计抽查。
记者李柯夫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要注重在
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上下功夫。既
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
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
巧心提
高精细化水平，
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时强
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
和决心，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
打好三大攻坚战，
加快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更好为全国改
革发展大局服务。

中央督察组已交办880件信访件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湖南转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06 件，其中重点件 10 件。
第八批 106 件群众举报件中，从污染类型来
看，有效举报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占
34.6%；其次是水、噪声、生态、土壤、其他、辐射等，
分别占 19.9%、17.9%、13.5%、7.1%、6.4%、0.6%。
从第一批至第八批累计交办 880 件，其中重
点件 71 件。累计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
占 34.8%；其次是水、噪声、生态、土壤、其他、辐射
等，分别占 21.4%、20.2%、8.4%、7.9%、6.7%、0.7%。
记者陈丽安

▶11 月 6 日至 7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
这是6日上午，
习近平在上海中心大厦119层
观光厅俯瞰上海城市风貌。
图/新华社
张江科学城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区
和国家级科技高地，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设
施、科学平台和一流创新型院所。在展示
厅，习近平听取科学城发展历程及规划建
设情况介绍，参观了大科学设施、集成电
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展区。习近平强
调，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
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
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
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7 日下午，习近平听取了上海市委和市
政府工作汇报，对上海各方面工作给予肯
定。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
们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前景
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现在，我国发
展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
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工作
难度。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
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
一定能实现。

多家湘企
“联姻”
巴西企业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湖南巴西商品
采购对接会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举行，湖南近百家采购商代表与巴西近
70 家企业代表展开深入对接与洽谈。现
场，巴西有意向与湖南合作的企业达 20 余
家，湖南与巴西达成意向合作的企业 8 家，
意向合作金额达 2358 万美元。此外，巴西
湖南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项目成功签约。
此次参加对接会的企业涉及农产品和
食品，服装和日化产品，服务贸易和医疗器
械等多个领域。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 c 馆的
洽谈桌上，
湖南浩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巴西
当地最大的养殖企业 brfsa 公司成功牵手，
双
方达成了 1000万美元的肉类采购意向。
湖南企业频频伸出的橄榄枝让远道而
来的巴西企业感受到了湖南开放崛起的真
诚。第一次来中国的矿泉水生产企业巴西
特蕾佐玻利公司采购商格劳蒂奥，开玩笑
地说这就是一场湖南企业和国外企业的
“相亲大会”。他表示看好湖南市场，本次
联姻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向中国发展。比如

湘企打卡

将罗马尼亚风情带到湖南

本报长沙讯 “很大气，
很时尚，
太漂亮
了。
”
走进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古巴的
雪茄、
韩国的 VR 游戏、
太平洋岛国的特色美
食、
缅甸的民族服饰……国家展展区吸引了
不少文化消费领域的企业，
长沙魅力四射董
事长李志就是其中之一。她对时尚大气、
创
新、
共享的罗马尼亚展馆尤其印象深刻。
其实，李志几年前就去过罗马尼亚考
察。
“ 那里的美食让我流连忘返，特别是一

观展日记

湖南在高铁方面很发达，巴西在这方面非
常落后，双方可以形成长期合作，把先进的
技术带到巴西去。巴西圣保罗州工业联合
会副主席里卡多也表示，湖南与巴西两地
经贸往来空间广阔，巴西当地政府也大力
支持企业走进中国市场。
近年来，湖南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发展
趋势持续向好。今年初，湖南将巴西作为
与拉美地区合作的重点国家，积极推动各
项合作，并与圣保罗州投资促进局、圣保罗
州工业联合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和工作
机制。省商务厅副厅长周越表示，进博会
是一个“买全球”的开放性盛会，有利于扩
大开放水平。我省在盛会期间举办多场推
介活动，将对湖南进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加大我省融入全球市场的深度和广
度，推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举办湖南
巴西商品采购对接会，也是落实年初提出
的在拉丁美洲深耕与巴西的合作，增进双
方友谊的一次具体行动。
记者陈张书 实习生蒋子韬

款名叫赛宝客的矿泉水，它清爽的味道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志说，回国后，她
就决定把罗马尼亚的红酒、矿泉水、曲奇饼
干这些她最爱吃的食品引进湖南，与朋友、
客户一起分享。此外，她还开始将罗马尼
亚的文化引进湖南。李志介绍，今年罗马
尼亚国际顶级演艺团队来到湖南，在魅力
四射酒吧进行过演出，受到了长沙市民的
热烈欢迎。
记者陈张书 实习生蒋子韬

Facebook、
谷歌主打AI

本报上海讯 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现场，Facebook、谷歌等公司都设
置了展台。这两家公司的展台均以科技为
主题，
有许多自助体验项目。7 日，
记者在现
场看到，Facebook 展台以蓝色为主打色调，
充满了科技感，设置了现场体验区，观众可

以在大屏幕上给自己的照片美图，
为面部增
加一些新颖奇特的效果，
如果喜欢还可以打
印照片。谷歌展台则以白色调为主打，
主题
为“AI 触手可及”，现场设置了许多大屏幕，
观众可以体验人脸识别、
VR 等技术，
不少观
众驻足体验。
本报特约记者李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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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三次国土调查出台时间表

提升城市能级如何发力
本报综合 什么是城市能级？提升城
市能级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也许上海的
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
2018 年 6 月 27 日，上海十一届市委四次
全会举行并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
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意见》，将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作为实现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目标的集中
体现、核心任务和必由之路。
全会指出，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要对照主攻方向和重点任
务，围绕城市核心功能，聚焦关键重点领域，
推进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国际金融中心
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
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能力和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策源能力取得新突破，在制度创新、对
外开放、品牌建设、创新创业、全球网络、发

四大着力点

据新华社电 11 月 6 日至 7 日，习近平
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和
相关活动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陪同下，深入上
海的企业、社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高新科技园区，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当前经济形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城
市管理和社区治理进行调研。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建筑总高度
632 米，是已建成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
楼。习近平来到 119 层观光厅，俯瞰上海城
市风貌。大厅内，
一幅幅照片生动展示上海
百年沧桑巨变。习近平表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
一个生动例证。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龙头，
要不
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6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浦东新区城市运
行综合管理中心，
通过大屏幕了解上海城市
精细化管理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运营情
况。习近平强调，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
要有一流治理，
要注重在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
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
现智能化，
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
巧
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上海要继续探索，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
市管理新路子，
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着力提高
经济密度

展平台、人才集聚、品质生活等关键领域打
造新高地。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是相辅相成
的，核心竞争力是能级提升的关键支撑，能
级提升是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和结果呈
现。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构筑战略优势的根
本之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有比较
优势、长期可持续、不易被模仿的领域，既
巩固提升已有的核心功能，又积极打造新的
核心功能。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是综合性的，要
强化综合集成，形成整体优势。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追求更高质量的 GDP、提
高经济密度是基础支撑，提升配置全球资
源能力是关键所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是
不竭动力，打造全球网络枢纽是通道载体，
增强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是
重要体现。

提升配置全球
资源能力

打造全球
网络枢纽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交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我们家的发布会

本报长沙讯 日前，长沙市发改委公布了 1
至 9 月全市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今年全市计
划内 1050 个重大项目预估投资 3156 亿元，1 至 9
月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708.8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85.8%。其中社会投资项目年度预估投资 2126 亿
元，1 至 9 月实际完成投资 1954.3 亿元，占年度计
划投资的 92%；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030
亿元，1 至 9 月完成投资 754.5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的 73.2%。
同时，1 至 9 月全市计划新开工项目 582 个，实
际新开工项目 554 个，计划开工率为 95.18%，比去
年同期高 4.4 个百分点。
记者罗雅琪

前，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6582 公里，
居全国第 5 位。全省共计 122 个县（市、区），
已有 119 个实现 30 分钟上高速，仅剩余石
门、安化、双牌等 3 个县暂不具备 30 分钟上
高速的条件，但 2018 年底前，随着马迹塘至
安化高速、G207 零陵至双牌一级公路建成
通 车 ，安 化 、双 牌 2 县 将 实 现 30 分 钟 上 高
速。2020 年安乡至慈利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后，石门县也将实现 30 分钟上高速，全省县
县通高速目标将全面实现。
干线公路方面，截至 2017 年底达到 3.1
万公里，实现了 100%县市区通二级及以上
公路。内河水运方面，通航里程达 11968 公
里，
位居全国第 3，
千吨级航道达 940 公里，
千
吨级泊位达 116 个，港口货物吞吐量由 1978
年的 548.20 万吨跃升到 2017 年的 2.92 亿吨，
增长了 52.3 倍。运输服务方面，
截至 2017 年
底，全省共有汽车客运站 23046 个，营运汽
车、船舶、城市公交、出租车数量分别达到
34.27 万辆、5495 艘、2.7 万辆、3.5 万台。
记者黎棠

湖南新兴青年群体集中培训
本报长沙讯 “听了‘现实主义题材写作内容
选择’这堂课，让我对未来坚持写作网络小说更有
信心了！”11 月 6 日，在由共青团湖南省委举办的
“与改革同行，约青年筑梦”湖南省新兴青年群体
培训班上，青年网络作家邓谦说。来自全省的青
年网络作家代表、青年美术家代表、青年街舞从业
者代表近 150 名学员参加培训班。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旨在帮助新兴青年群体
在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提升思想品质、增进社会
融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为适应时代
要求、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优秀青年，同时以新兴青
年群体的独特视角来致敬、纪念和感恩改革开放。
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省网络作家协
会、湖南省画院等单位的教授专家和资深从业人
士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启示”
“现
实主义题材写作内容选择”
“国画创作漫谈”等内
容向学员授课。
记者李柯夫 通讯员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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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近

发布人：
李希婷
年龄：35
身份：美容顾问
基本情况：湘西古丈县人，2008 年来长
沙，在一家医疗美容机构从事美容顾问工
作。目前和老公在长沙育有一子一女，双方
父母都是湘西人，
所以经常要回去看望父母。
发布词：
我来长沙工作 10 年了，
以前每次回古丈
老家，
都觉得是一场体力和脑力的考验。一
般要先坐晚上 10 点多的那趟火车，早上 7
点半到达吉首火车站，然后再转大巴才能
回家，大巴车每次也要等 40 分钟到一个小
时不等。后来我们觉得坐火车转大巴太麻
烦，
就直接改坐长途大巴车，
至少这样不用在

邮编：
410004

长沙前9月完成投资超2700亿

积极参与国际
规则制定

2020年全省县县通高速
本报长沙讯 1980 年桃江县出现湖南
第一个货运专业户；1983 年城步县出现湖南
第一辆个体大客车；1984 年运输市场全面开
放；1991 年国道 107 湖南段改建竣工通车，
结束了湖南无高等级公路的历史；1994 年长
永高速建成通车，实现湖南高速公路“零”的
突破；1999 年以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和洞庭湖
区为重点的航道整治工程完工，湖南“两纵
一横”干线航道网基本成型……40 年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湖南交通实现了从
“一穷二白”到全面发展的华丽转变。11 月
7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年第七场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肖文伟，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曾胜，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处长刘明
进，介绍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省交通运输事
业改革发展成就。
40 年来，湖南全面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全省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全省共有 44 条，连通全
省 116 个县市区，打通出省通道 25 个。目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记者从湖南省自然
资源厅获悉，近日，
《湖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
方案》正式印发，
《方案》指出，全省第三次国土调
查工作要在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重构国
土调查数据库，分层级、分类型形成详实准确的国
土基础数据，进一步完善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
度，实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提升自然资源系
统监管和服务能力。
按照《方案》，2018 年 12 月底前，各级完成准
备工作。2019 年 6 月底前，县级组织开展全野外
核查工作，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市、省两级国土
调查数据库建设，并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联动
的国土调查数据分析与共享服务平台。到 2020
年底前，逐级完成调查成果汇总分析、发布。
记者陈丽安 通讯员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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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过夜。从长沙汽车西站（现为湘江新
区综合交通枢纽）坐大巴回古丈，
大概要六七
个小时。但每到节假日，大巴车的票也很难
买，
而且还容易堵车，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延长
到十个小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再后来有了孩子，我们更愿意自己开车
回家，从长沙出发走长张高速、杭瑞高速，到
吉首后再改走国道到达古丈县，大概也是六
个多小时。
去年年底，我们期盼了很久的永吉高速
古丈至吉首段终于通车了，可以直接从吉首
高速开回古丈，省去了上下高速、市区堵车
的时间，比原来走国道至少快 40 分钟。从
长沙到古丈，
我离家里的距离越来越近。
整理/记者黎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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