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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正式实施加征关税 中方：将反制
刘鹤抵美将与美方举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2019年湖南“中国品牌日”主题活动启动

请你来免费体验湖南造

5月10日， 中方针对美方
正式实施加征关税发表声明,
指出：美方已将对2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25%，中方对此深
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
制措施。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
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
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
存在的问题。

又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
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9日
抵达华盛顿，将与美方举行第
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刘鹤抵达后对媒体表示，
我是带着诚意而来，希望在当
前特殊形势下，理性、坦诚地
与美方交换意见。 中方认为，
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对中美双方不利，对世界
也不利。

■据新华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
日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特
别会议上强调，贸易冲突没有赢
家只有输家，通过多边对话与合
作解决贸易冲突至关重要。

古特雷斯在讲话中表示，
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企业
和民众间的相互依赖比以往
更加深入，也为增长和发展创
造了巨大机遇。通过参与全球
经济，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
经济快速发展，并缩小了与发
达经济体间的差距；而参与全
球贸易也提高了发展中地区
的工资收入水平，让数十亿人
摆脱极端贫困。

但古特雷斯同时警告，让
全球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积极
动力的努力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对全球化的不满增加的情
况下，贸易冲突在过去一年里
不断升级，并威胁到国际贸易
增长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系的根基。

他强调， 贸易冲突没有赢
家只有输家， 继续通过多边对
话与合作解决贸易冲突至关重
要。他指出，一个“以规则为基
础的、非歧视的和平等的”贸易
体系不仅对保障最贫穷和最脆
弱经济体的利益十分重要，也
符合所有贸易伙伴的利益。

古特雷斯指出，世贸组织
改革应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为指导，关注各国不同期
望和需要，以“富有意义的、公
平的、 合法的和可持续的”方
式进行。 ■据新华社

本报5月10日讯 今年是
中央明确的“基层减负年”。为
解决扶贫领域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省扶贫办日前出台《关
于解决扶贫领域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规
定》（简称《规定》），从减少填
表报数、精简发文数量、减少
会议频次、 规范材料报送、优
化考核评估等10个方面作出
严格规定。

《规定》要求，发挥建档立
卡信息系统和湖南省精准扶
贫基础数据平台作用， 加强
部门间数据共享和比对，坚
决管住村级填表报数， 除按
国务院扶贫办要求每年开展
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外， 不得
要求乡村干部进村入户填表
报数；加强发文计划管理，严
格发文审批，工作相似、内容
相近，能合并的合并发文，没
有实质性内容、 可发可不发
的一律不发，2019年发给县级
以下的文件减少30%-50%；

加强会议统筹， 严格控制会
议次数、规模和时间，2019年
开到县级以下的会议减少
30%-50%；规范材料报送，实
行文件报送归口管理，一个口
子对下，杜绝多头布置、重复
布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市、
县原则上每半年报送1次脱贫
攻坚综合材料。

《规定》还要求，要强化结
果导向，考核评估一个地方和
单位的脱贫攻坚工作，关键看
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
评价怎么样，不得简单地将有
没有领导批示、 开会发文、台
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工作
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

《规定》明确，要建立健全
监督问责机制，对变相搞形式
主义、增加基层负担的，坚决
予以纠正并严肃批评教育，情
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规定未尽事
项，一律按中央和省委相关规
定执行。 ■记者 李成辉

为基层减负，省扶贫办发文狠刹形式主义
发给县以下文件减少三至五成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
贸易冲突没有赢家只有输家

“一个并联机器人 ，可以替代传统工人搬运玻璃，效率也至
少提高2倍。”5月10日上午，由省发改委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19
年湖南省“中国品牌日”主题活动在湖南省展览馆启动。展会为期
3天，体验区将对市民免费开放，观众可自由体验
参观。 ■记者 卜岚

在智造湖南展区， 汇聚了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中国铁建等一
批国际化知名自主品牌企业，展
示了服务型智能机器人， 高端智
造新产品、新材料等。

一个搬运机器人正在灵活
地将象棋进行有序地移动，也吸
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每台并联
机器人成本大约3万元， 不到一
年可回收成本。主要运用于产品
分拣和搬运。目前，我们人工成
本较高， 如果是小于4公斤的搬
运工作， 这台机器均可操作。我
们有4000-5000台机器，也为我
们节省4000-5000人力。” 蓝思
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主任工程
师刘恒介绍。

“门开了，请选购商品！”一个

身着粉色外衣的自助售卖机器人
走到人群中， 为客户推销产品，
“她会自己导航到人流集中地，然
后自主进行商品售卖， 卖完之后
她又可以回到补货点。”湖南人工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钟辉
为记者演示了一下操作流程，扫
描机器人的脸部二维码、 选择商
品，然后关上门即可自动支付。

“主题展览面积达1600平方
米，分‘智造湖南’、‘文创湖湘’、
‘幸福潇湘’三个展区，汇聚了上
百余家知名湖湘品牌和成长中的
创新型企业。”省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活动还设有“加强品牌建
设，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主题展
览和论坛两大活动， 参加论坛的
达300余人。

展览面积达1600平方米，分为智造湖南等3个展区

在文创湖湘展区， 有岳麓山
大学科技城、马栏山“中国V谷”、
湖南美术出版社、金鹰卡通、山猫
吉咪等文化界“大咖”助阵，又有来
自长沙市湘绣研究所、 湖南醴陵
红官窑、 江永女书等本土艺术家
的加盟。 市民可免费体验传统湘
绣、土家织锦纺织、砂石画制作等
传统手工艺，充分体验创意生活。

而幸福潇湘展区，设有“医药
健康”、“智能家居”、“陪护教育”、
“地道美食”四大板块。医药健康
展区包括九芝堂、 湘中制药等著

名医药品牌；陪护教育区域，可体
验到最新自主儿童陪伴机器人、
儿童教育机器人， 智能感与科技
感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地道美食互
动区域也将同期展出。”省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隆平高科、湖南
粮食集团、澳优乳业、果秀食品、
盐津铺子等一大批湖南自主食品
品牌企业也将参与其中， 市民可
试吃、可品尝，更可亲手体验糖果
制作、 茶艺茶道， 届时上演一场
“舌尖上的盛宴”。

地道美食将同期展出，市民可免费试吃

连线

本报5月10日讯 41岁的陈
建军是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机加数控技师。今天，他多了一
个身份———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
院产业教授， 与他一起受聘的技
能大师共有18人。 这是我省高职
院校迎来的首批产业教授， 与此
同时， 湖南首家职业训练院也正
式挂牌成立。

“从来没有想过能进高校当
教授！”接过聘书，陈建军的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数控加工的
高级技师， 陈建军每天的工作就
是与盾构机打交道， 负责加工其
核心部件。 他对自己加工产品的
质量要求相当严格，精湛、全面的
专业技术让陈建军成为业内有名
的“盾构达人”。从事大型机械的
加工制作17年来， 陈建军凭借刻
苦钻研的精神，获得过劳模、技能
大师等多项殊荣， 但这个产业教
授的身份还是让他既感光荣又有
压力。“实操环节没有问题， 但要
在课堂上把一些经验讲得深入浅
出还是有难度。” 他告诉记者，接
下来会好好向学校老师“取经”如
何上课。

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 湖南
劳动人事职院此次共聘请了18名
产业教授（导师），均是来自长沙市
经开区多家企业的高技能人才。他
们将定期走进校园，为师生讲授应
用性、实践性课程，传授企业文化
和工艺技能，参与专业建设，实现
教学与岗位需求“零衔接”。

现场， 湖南首家职业训练院
也正式在湖南省劳动高级技工学
校挂牌成立。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吴花珍 郑茜

技能大师
变身产业教授
校企深度合作注入新活力

5月10日，长
沙洋湖湿地洋湖水
街项目，35栋仿古
建筑主体完工，正
在进行室外园林景
观及建筑装修。洋
湖水街项目规划为
“两街三岛”， 预计
下月底完工。

记者 田超 摄

洋湖之畔
重现
“老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