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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3日讯 近日，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
行）》（下称《实施办法》），这意
味着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
设，终于有了明确建设的“施工
图”。

5年一个周期
分类布局建设

按照《实施办法》，我国将
按照“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
科”两类布局建设高校。其中，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是经过
长期重点建设、具有先进办学
理念、办学实力强、社会认可
度较高的高校，须拥有一定数
量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高水
平学科，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著；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具有居于
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
平学科，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
的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或
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
或区域影响、 学科优势突出、
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规定， 每五年一个建
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
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
放竞争、动态调整。

湖南将建立
“双一流”网络平台

记者今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湖南省全面推进一流大学
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即
将出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推
进全省高校“双一流”建设过

程中，我省将分类指导，分步
推进，引导和支持高校结合自
身发展实际， 按照综合研究
型、学科特色型、地方应用型、
技术技能型等不同类型，找准
发展定位， 突出发展重点，在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中争创一
流。

另外， 我省也将打破身份
固化限制， 面向所有学校开
放，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科学发
展。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
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
评价方法， 以人才培养成效、
教师队伍水平、学术贡献度和
社会服务能力作为评价的主
要依据，引导高校学科建设更
加注重提高出成果与出人才
的双重效益。建立第三方评价
机制，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
校的学科、专业、课程水平和
质量进行评估。将建立“双一
流”网络平台，对项目经费投
入、实施进展、改革举措 、建
设成效等进行常态化监督管
理和定期考核， 接受社会监
督。 同时实施五年一周期的
全过程动态管理， 建立基于
建设绩效的动态管理模式与
退出机制。

省财政将加大对“双一流”
建设的新增投入力度， 同时通
过整合现有高等教育、 职业教
育相关专项资金， 积极争取国
家相关项目和资金支持等方
式，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双一
流”建设。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
用，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支持、贷
款风险补偿等形式， 引导社会
资金支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推
广。 ■记者 黄京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经省政
府同意，该局正式印发实施《湖
南省知识产权 (专利)“十三五”
规划》。该《规划》提出，到2020
年， 将湖南建设成为支撑型知
识产权强省， 专利综合实力保
持在全国前十行列，长沙市、株
洲市、 湘潭市进入全国知识产
权工作先进城市行列。

该《规划》明确，到 2020

年， 全省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到3万件，年专利申请总量达到
8.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8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有专利申请的比例达到
25%， 每亿元工业增加值的发
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67件。着
力打造3-5个专利密集型产
业。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实习生 张娜

2月3日是春节后第一天上班， 省知识产权局发布了2016年度
全省专利情况。全年专利申请67779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5524件;
专利授权3405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967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4.11件，PCT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208件。

从地区来看，去年长沙、株洲、湘潭、衡阳专利申请和授权分别
位居全省市州前列；岳麓区、长沙县、雨花区、开福区专利申请和授
权位居县(市、区)前列。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企业继续稳居主力军地位，占比近
五成。 专利申请和授权增速最快的是大专院校， 同比分别增长
38.77%和26.96%。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通讯员 张娜

本报2月3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各汽车站了解到， 为保障旅
客出行， 长沙各汽车站已备好充
足运力，增开节后返程班线，中长
途票源充足。

长沙汽车南站春节期间
总客流量达45万人次左右，日
均发送旅客约2.3万人次。“目
前主要是返程客为主，但小长
假后会有个客流高峰，大概出
现在正月初八到十五左右。”
该站负责人今日介绍，目前该
站车票车次准备情况良好，中

长途票源也充裕。 记者还获
悉，从2月2日开始，汽车南站
已开行东莞、 汕头、 深圳、珠
海、广州、常州、北海、温州、海
口、上海、南通、南京、合肥、连
云港加班车。

记者了解到，在输送旅客
上， 汽车西站一天发车800趟
次， 平均一天约1.4万人次。同
时还增开了往广州、 上海、深
圳等方向的客车。目前该站发
往各地的车票充足。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谭蕊敏

本报2月3日讯 为应对2017年
春运客流高峰，今天，长沙铁路公安
处乘警支队组织干部民警成立了
“列车安全宣传文艺小分队”， 深入
到管内普速、高铁列车，开展“一路
有我，一路平安”的主题宣传活动，
积极营造平安列车、温馨列车，为旅
客保驾护航。

除了发放《乘警温馨提示》宣传
单外， 民警们还在列车上进行了说
唱表演， 大力宣传乘坐列车的安全
知识。特别是自编自演的顺口溜，赢
得了旅客们的赞声一片。

附：乘警温馨提示顺口溜：
人多拥挤要警惕， 防止扒手打

主意；行李放在视线内，停车进站莫
瞌睡；贵重物品随身带，托人看管遭
祸害；周围情况要留神，配合警察斗
坏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胡艾

国家明确“施工图”，我省实施方案也即将出台

高校“双一流”建设打破身份固化限制

本报2月3日讯 2月3日，
正月初七，广铁集团发送旅客
138万人，同比增长5.5%，其中
湖南地区发送旅客53万人，较
前一日有小幅回落。

湖南地区作为节后旅客
返程集中出发地之一，广铁集
团继续增加热门方向运力。3
日当天，湖南地区共加开旅客
列车58列， 其中高铁动车20
列，普速列车38列。2月4日，湖

南地区将加开列车59列，其中
高铁动车20列， 普速列车39
列，主要开往广东、华东方向。

余票信息方面， 普铁4日
长沙站、 娄底站去往杭州、南
昌、南宁、重庆、昆明方向还有
少量余票；高铁4日至5日长沙
南站、 衡阳东站开往怀化南、
邵阳、永州省内短途等方向票
源充足。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昱巧

今天湖南加开59趟列车

长沙汽车站增开南下班线，票源充足

2月3日，记者从在线旅游
平台携程及去哪儿了解到，2
月2日至2月5日（正月初六至
初九）为节后长沙黄花机场的
返程最高峰时段。期间，众多
热门航线一票难求，并且已经
升至全价。 众多热门航线在2
月5日后的票价开始逐步回
落，元宵节前均有充足的经济
舱可供预订。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假期

刚过完，出境机票价格就迎来
了大幅跳水。例如：2月10日起
飞、2月19日返回的长沙飞往
温哥华中转上海的往返机票
起价低至3865元；2月11日起
飞、2月16日返回的长沙经香
港飞曼谷的往返机票起价低
至1581元；2月10日起飞、2月
14日返回的长沙飞往首尔的
往返机票起价低至2005元。

■记者 潘显璇

春节刚过，出境机票大跳水
长沙黄花机场返程高峰将于5日结束

铁警自编顺口溜
旅客齐点赞

湖南出台知识产权(专利)“十三五”规划
着力打造3个以上专利密集型产业

2016年全省专利申请量首超6万件

连线

2月3日，长沙图书馆儿童文献借阅室，一些小读者在看书。为让学生们在寒假期间多
读书、读好书，该馆在春节前特地上架了一批新书，并组织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吸引了
很多读者来这里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记者 田超 摄

假期爱看书

本报2月3日讯 春节期间，每天
有超过30万人次乘坐长沙地铁出
行。今日晚间，长沙轨道集团通过
其官方微信号（ditie0731）发布，1
月27日至2月2日，长沙地铁线网客
流达212万人次， 日均30.2万人次。
另据不完全统计，大年三十至初六
长假期间，长沙火车南站东广场与
西广场联合使用，共发送旅客总数
约50万人。

据了解，长沙地铁的运营时间为
早上6点至晚上11点， 为了应对接下
来的大客流，长沙地铁还计划在2月4
日（正月初八）、2月15日（正月十九）、
2月16日（正月二十）继续在末班车后
加开载客列车。 ■记者叶子君

长沙地铁末班车后
继续加开载客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