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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3日讯 昨天，
由人社部发起、 长沙市人社局
主办、 长沙市人力资源公共服
务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
巡回招聘会（长沙站）在长沙人
才市场举行。

据悉，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
来自江西、天津、河南、山东、广
西、福建、安徽、新疆等26个省
市的240家企业参会，提供毕业
生岗位5000余个， 跨生产制
造、医疗卫生、能源环保、房地
产建筑、旅游娱乐、互联网科技
等众多热门行业。

为提升就业服务质量效
益， 现场招聘会岗位已提前发

布在长沙人才网（www.cshr.
com）等本地网上平台。今年秋
季活动期间，人社部依据“互联
网+大数据+智能匹配” 理念，在
中国国家人才网专门搭建了大
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精
准服务平台，求职毕业生可进行
职业能力测评，并能获得智能匹
配系统提供的匹配度高达70%
以上的全国职位（简历）信息。

招聘会现场， 举办了长沙
人才网第五届“人才杯”简历制
作大赛颁奖仪式。来自湖南师范
大学代鹏的简历内容完整、界面
清晰、简洁美观、立意创新，夺得
大赛桂冠。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雷卓亚 谢静雅

本报11月23日讯 “十九
大报告提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大学生是中国梦的参
与者、建设者，我们辅导员就
要当好引路人、筑梦人，助力
他们实现梦想，让青年梦与中
国梦同频共振。”今天下午，由
教育部主办的“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千名高
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
‘网络巡礼’活动”第二组首场
报告会在中南大学举行，500
余名高校师生代表聆听了宣
讲团成员的深情讲述。

“有一种力量叫初心，有
一种努力叫坚守。”2003年，在
陈小花即将毕业去参加面试
时，家境贫寒的她却还没有找

到适合的着装， 辅导员知道
后，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衣柜
里挑了一件全新的衣服给她。
“那件衣服是我至今穿过最有
温度的衣服。” 从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毕业后，她决定留校当
辅导员， 把这份温暖传承。会
上，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
陈小花、 中南大学张金学、东
北林业大学郭婷婷等五位宣
讲团成员分别结合亲身经历，
将十九大报告的精髓与核心
要义娓娓道来。

据悉，“校园巡讲”由教育
部组织30名优秀辅导员组成
全国报告团， 分成6组奔赴31
个省（区市）开展示范巡讲。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本报11月23日讯 11月22
日至2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在怀化市调研
时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与怀化实际紧密结合
起来， 紧盯脱贫攻坚这一头等
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一级做
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决不让一个贫困
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
建辉参加调研。

请全省扶贫攻坚先进模范
到长沙来体检

麻阳苗族自治县楠木桥村
通过团结邻近8个村组建联合
党总支、 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流转2000多亩土地发展
猕猴桃、 黄桃等特色种植，覆
盖了全乡77%的贫困人口。杜
家毫充分肯定这一党建引领、
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共同富
裕的扶贫新模式，勉励当地进
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
和纽带作用，更好地调动贫困
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真正变“等你扶”为“我
要富”。

交谈中， 得知村支书谭泽
勇今年已在扶贫一线上病倒了
两回，杜家毫叮嘱随行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把包括谭泽勇在内
的全省扶贫攻坚先进模范分批
请到长沙来，免费为大家作一次
全面体检。“大家担子重、责任大、
工作十分辛苦，要进一步关心关
爱基层扶贫干部。”

稳定脱贫靠产业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会同县博嘉魔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魔芋、 杨梅等当地特色农产
品进行精深加工， 不仅企业产
销两旺， 还带动了一大批贫困
户脱贫增收。杜家毫指出，实现

稳定脱贫，最终还得靠产业。要
坚持“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路
子，以“百千万”工程为载体，进
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食品加
工、 文化旅游等龙头企业的支
持力度，更好地培育大户、带动
农户，实现一举多得。

走进通道侗族自治县长安
堡村、芋头村，杜家毫与村干部
和贫困户座谈交流， 向大家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了解村里
脱贫攻坚进展情况。他说，信心
比黄金更宝贵。 各级党委政府
将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
上，通过不断增加就业、发展特
色产业、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多种方式， 帮助大家尽快摘
掉贫困的帽子。 只要大家坚定
信心、勤奋肯干，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红火。

杜家毫还考察了麻阳苗族
自治县岩门镇“互联网+监督”
平台。他说，实践证明，我们一
些工作之所以出问题， 并不是
没有制度、没有管理，关键是用
心用脑不够，精准精细不够。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 不断提高政务服
务和监督管理的科学化、 精细
化水平。

脱贫攻坚贵在实事求是
不能好高骛远

调研中，杜家毫指出，推进
脱贫攻坚贵在实事求是， 不能
好高骛远，也不要吊高胃口，更
不能“搭车收费”，什么都往里
面装。要紧扣“两不愁三保障”
目标，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要求，区分轻重缓急，集中
精力把贫困的山头攻下来。要
认真总结和大力推广各地在脱
贫攻坚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好经
验、好做法，让大家学有榜样、
干有路径， 不断提升脱贫攻坚
实效。 要把脱贫攻坚与基层党
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更好
发挥村干部产业“带头人”、致
富“领头雁”作用，带领贫困群
众走上小康路、幸福路。

■记者 贺佳

日前，我国宣布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全面启动实施，将
用13年的时间，将我国打造成世
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如何
布局？谁来引领？怎样突破？“新
华视点” 记者采访权威部门，独
家呈现发展规划。

15个部委合力
打造国家级专家库

2016年全球科技巨头人工
智能投资已达300亿美元， 重视
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共识。与世
界领先国家相比，我国人工智能
在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实现重要
突破， 但仍缺少重大原创成果，
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及关键设
备、高端芯片等方面差距较大。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如何
布局？科技部部长万钢说：“新一

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国家层面
的战略大协作。”

15部委形成合力。 由科技
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工
信部、中科院、工程院、军委科技
委、中国科协等15个部门构成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
办公室应运而生， 着力推进项
目、基地、人才统筹布局。

人工智能书记员
让庭审时间缩短1/3

经充分调研和论证，确定了
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分别依托百度、阿里
云、腾讯、科大讯飞公司，建设自
动驾驶、城市大脑、医疗影像、智
能语音4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

“这四个领域， 我国已走在
世界的前列。”科技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王志刚说。
6年前， 科大讯飞推出了全

球首个语音云开放平台。 目前，
该平台的日处理次数达到40亿
次，成为国际上的领先者。

近年来，科大讯飞还与公检
法系统开展创新合作。2016年在
安徽开展的测试显示，人工智能
判断诈骗电话的准确率极高；人
工智能还充当起法庭书记员，经
测试，庭审时长缩短30%。

记者了解到，腾讯人工智能
实验室去年一成立，就将全面的
基础研究与快速的技术应用结
合起来，聚集了70多位国内外一
流科学家和300多位经验丰富的
工程师。

“腾讯的AI医疗产品‘腾讯
觅影’， 发现早期食道癌的准确
率大幅度提高。” 腾讯公司人工
智能实验室总经理刘永升说。

■据新华社

杜家毫在怀化调研时强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腾讯觅影”准确捕捉早期食道癌
15部委合力，首批4家人工智能国家创新平台确立

“千名高校优秀辅导员宣讲团”来湘宣讲
全省司法系统
集中学习十九大精神

11月23日上午， 省司法厅召开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暨全面从严治党视频会议。全
省司法行政系统90余个分会场、上
万人参加了学习。 这是该厅继邀请
省委宣讲团成员解读精神后， 开展
的又一次集中教育学习。

司法厅党组书记范运田用以新时
代开篇、以新成就奠基等“八个新”对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解读。 范运田还
通报了近年来省直系统发生的万传
友、陈壮志、喻兵、胡勇华、王凤举5
人的违法犯罪案例，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认真对照剖析，引以为戒。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谢丹

26省市240家企业来长揽才
5000余毕业生岗位等着你

11月23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湖橡社区，居民在参观雷锋事迹文化墙。今年，该社区在提质
提档中，重点打造了100多米长的“永恒的雷锋精神”户外文化墙，介绍雷锋生平事迹以及雷锋精神内涵，弘
扬和传承雷锋精神。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