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1
日晚，反映大
学生参军报
国的重大现
实 题 材 作
品———大 型
原创交响组
歌《天职》，在
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举行
首演。
通讯员 供图

省交通运输厅10月11日发
布消息称， 近日交通运输部启
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确定在
湖南等13个区域开展首批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
日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到2020年，我国将完成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建设
任务和“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各项任务。
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交通运输部于近日启动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 并为试点单
位授牌。 河北雄安新区、 辽宁
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
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深圳市为第一批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扮演着先
试先行的“试验田”角色，即率先启
动交通建设的完善与升级，围绕重
点领域、优势领域、急需领域与关
键环节，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形成
可示范可推广的发展经验，从而以
点带面地辐射全国各地。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湖
南拟重点在城乡客运一体化、全域
旅游公路、湘赣边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两客”车辆智能监管等领域加
快试点建设，先行先试，当好示范。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湖南入选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在重点交通运输领域加快建设，形成示范、全国推广

延伸

自2013年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与湖南省政府持续合作，致力
于推动低碳技术应用、产业化，推动湖南将低碳技术产业打造为
龙头产业。从2016年开始，亚行致力于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工作。
湘潭市被选为首个开展亚行优惠贷款的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贷
款总金额2亿美元。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尽职调查和项目实施准备
阶段，预计2020年可完成正式贷款签约并启动资金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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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相关工作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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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和在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进一步
推进科技创新基地和现代制造
业基地建设、深化民兵调整改革
等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坚持
党的领导、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实行民主集
中制的制度优势，既坚持制度的
稳定性延续性，又与时俱进加强
制度创新，增强制度意识，维护
制度权威，强化制度操作性和执
行力， 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效
应，确保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
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持之以恒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充分发挥
湖南区位、科教、人才等优势，把
创新与产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以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为重点， 以重大科技和产业项目
为依托，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
牵引，推动优势产业、骨干企业、
高等院校、 科技领军人才等对接
合作、协同创新，不断夯实产业基
础，构建创新生态，更好引领和驱
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扭住打造现代制
造业基地的目标不放松，加快推动
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发展先
进制造业， 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
级；继续抓好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建设，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
才链，打造更多国内领先、世界一
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发挥长
株潭以及衡阳、 岳阳等城市群、中
心城市的产业优势、经济和人口承
载能力， 瞄准先进制造业方向，培
育集聚更多优质企业，推动现代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本报10月11日讯 青春是
美好的、诗意的、难忘的。那么，
如何让自己宝贵的青春过得最
有价值、最有意义？今晚，一部
反映大学生参军报国的重大现
实题材作品———大型原创交响
组歌《天职》，以高雅艺术进校
园形式，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体育艺术馆举行首演，现场，十
四首或婉约或激昂的曲目，讲

述了新时代下大学生投笔从戎、
担当“天职”的壮志豪情。

记者从省文联了解到， 交响
组歌《天职》由省文联副主席、省
音协主席邓东源担任主创， 携手
王晓岭、车行、陈道斌、苏虎、臧云
飞、刘沙、邓晴等国内知名词曲作
家，历时5年精心打磨而成。据悉，
用一部交响组歌反映大学生“参
军报国”，这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是第一次， 在我国音乐史上是第
一次， 在我国高雅艺术进校园文
化活动中也是第一次。

《天职》分四个乐章。共由14
首作品组成， 每首作品又各有特
点， 在贴近当今大学校园生活的
同时又展现了军营生活的特色。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谢彪
实习生 孙慧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上
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2019年亚太绿色低
碳发展高峰论坛将于10月16日
至18日在长沙举办。 湖南省生
态环境厅、 亚洲开发银行等介
绍了本次高峰论坛相关情况。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商
低碳发展、 共享绿色生活”，将
有97位各领域的国际专家作为
发言嘉宾， 为绿色发展建言献
策。会议将以“协同控制”“碳交
易与气候融资”“绿色低碳解决
方案” 等为主题组织平行边会
开展深入讨论。另外，论坛还将
设低碳技术展示和洽谈区，为
国内外绿色低碳技术供需双方
提供展示和洽谈机会。

湖南省与亚行有着丰硕的

合作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在绿色
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
技术产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大
量的示范经验。据介绍，湖南省
与亚洲开发银行此前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三届亚太低碳技术高
峰论坛（本届论坛的前身），已逐
步成为我国乃至亚太地区低碳
技术领域的旗帜性活动。

论坛为何落户湖南？湖南省
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张在峰表
示，湖南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坚决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明显。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等一系
列措施，2018年碳强度较2005
年下降58%。2018年森林覆盖率
达到59.82%，全国第六。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0月11日讯 以引
资带动引智，把亚行贷款资
金使用与湖南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教师培养培训
项目紧密结合起来……6年
多来，亚行湖南职教示范项
目立项递交了一份出色的
“成绩单”。 昨日，2019年湖
南省亚行贷款职教示范项
目年度检查总结会在长沙
召开。

据悉，亚行湖南职教示
范项目于2013年3月通过
国家发改委立项，2013年
11月正式生效，总投资约1
亿美元。“这是亚行在中国
开展的第一个职教项目，也
是我省教育领域首次使用
亚行贷款。” 省教育厅副厅
长王瑰曙介绍，项目建设覆
盖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9个
高职院校，以及攸县职业中
专、 华容职业中专等4个中
职学校。

据统计，在湖南，该项
目目前已累计培训国内外
教师3300多人次，其中女性
教师培训占比达到40%以
上。“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已
成为加快推进我省职业教
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
王瑰曙说。 ■记者 黄京

省发改委10月11日发布消
息称， 国家发改委等国家六部
委近日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
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将在湖
南省等21个区域进行全国首批
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据介绍，深化产教融合，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有机衔接， 是推动教育优
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
新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
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
略性举措。

首批试点区域为天津市、
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

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
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
川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

按要求， 省级政府和试点城市
要紧密围绕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创
新， 重点聚焦完善发展规划和资源
布局、推进人才培养改革、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 创新重大平台载体建
设、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等任务，统筹
开展试点，落实支持政策，加强组织
实施，确保如期实现试点目标。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将
按要求推荐一个试点城市名单，上
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后再进行建
设试点。 ■记者 邓晶琎

湖南入选首批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链接·湖南试点

我国音乐史上首部反映大学生“参军报国”的作品

大型原创交响组歌《天职》长沙首演

2019亚太绿色低碳发展
高峰论坛16日长沙启幕
本届亮点：国际化、实效化、专业化、低碳化

湘潭成首个低碳试点城，将获2亿美元贷款

以引资带动引智
亚行湖南职教示范
项目总投资一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