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日， 由省委宣
传部、 省科学技术厅和省
教育厅主办的《“湖湘创新
70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湖南科技创新致敬大
会》在长沙举行，对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我省科技创
新各方面的个人、 团队和
重大科技事件进行了集中
展示。何继善、印遇龙、郑
健龙、邹学校等院士、专家
出席此次活动。

记者 杨斯涵
通讯员 任彬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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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科技创新

本报12月2日讯 今天，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永州市调研
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鼓
足干劲、乘势而上，着力提高治
理能力和领导水平， 继续做好
承接产业转移这篇大文章，保
持定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
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 努力营造心齐气顺劲
足的干事创业氛围和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张剑飞参加调研。

杜家毫一行首先来到道县
烈士纪念园，瞻仰陈树湘、红三
十四师烈士墓和革命烈士纪念
碑， 并向陈树湘烈士墓敬献花
篮。 在参观陈树湘烈士生平事
迹陈列室时，杜家毫说，当年，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抛头颅、
洒热血， 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
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换来了我
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确保在前进
道路上，党的领导不能变、红色

政权的性质不能变、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 要通过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引导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青年一代缅怀先烈丰功伟
绩，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
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此行， 杜家毫还来到道县
芒头寨村， 检查指导村级党组
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通
村通组公路建设、 农村改厕等
工作； 走进位于冷水滩区高科
技工业园的经纬辉开科技、迈
锐客科技、锐祺科技等企业，考
察承接产业转移和先进制造业
发展情况。

调研中， 杜家毫与永州市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座谈， 肯定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和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良好精
神状态。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
治任务。 领导干部是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者、推动者，要准确把握“13条
坚持”和13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结合一地一域治理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 切实把党员干部队伍
建设好， 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好， 把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
的问题解决好， 以一件件具体
事情的推进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添砖加瓦， 真正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治理效能。

杜家毫强调， 要抢抓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和对接粤港澳、 辐射东南亚等
发展机遇，紧紧抓住“产业链”
和“亲情链”，着力打造“135”工
程升级版，持续开展“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多做有
利于企业降本增效的事、尊商
安商亲商暖商的事、为企业雪
中送炭解难题的事、促进亲清
政商关系的事，不断夯实高质
量发展的根基。要保持定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同时把落实党
的好政策与调动群众积极性、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更好地结
合起来，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坚决落实通村通组公
路建设目标任务，不断顺应和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记者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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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日下午
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
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

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

烈祝贺， 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
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气管
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双方深度融通、 合作共赢的典
范。2014年， 我同普京总统见证了
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件 。5年多
来，两国参建单位密切协作，广大
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战天斗地，
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向
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
艺，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成果。
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成果，
更是新的合作起点。 双方要打造
平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
友谊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
运安全可靠， 促进管道沿线地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 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
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不移
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

当前， 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
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
望双方再接再厉， 打造更多像东线
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 为两
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 更好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 在俄中两国隆重庆
祝建交70周年之际， 俄中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 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
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
证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 双方
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 如期
完成了建设， 未来30年里俄方将向
中方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将
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
至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方愿与中
方共同努力， 确保这一标志性战略
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 阿塔
曼斯卡亚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
站发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
准备好向中方供气、 中方已准备
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

述活动。
■据新华社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本报12月2日讯株洲市政
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
同志送别仪式2日晚上在株洲市
殡仪馆举行。

黄诗燕同志于11月29日下
午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不
幸因公殉职，享年56岁。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省委副书记乌兰等分别送了
花圈，对黄诗燕同志逝世表示
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

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委托，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
部长王少峰， 副省长隋忠诚，
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参加送别
仪式。

黄诗燕同志1964年7月出

生于攸县，1983年8月参加工
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黄诗燕同志经历乡、县、市
多个重要岗位。 历任株洲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 株洲日报社社
长、 总编辑， 株洲市委副秘书
长，市委办主任，市委政策研究
室主任，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
陵县委书记等职。

■记者 李伟锋

黄诗燕同志送别仪式举行

杜家毫在永州调研时强调

鼓足干劲 乘势而上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能源大动脉

途经我国境内9省区市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由布拉戈维申

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我
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 利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 在我国境
内，管道途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上海9个省区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与我国现有区域输气管网
互联互通，向沿线地区稳定供应天然气资源。

供应

首期每年供气50亿立方米
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项目部经理罗志立介绍，正式供气

后，首期每年50亿立方米，初步计划2023年全线投产后，每年可向东
北、环渤海、长三角地区稳定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380亿立方
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64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82万吨，
惠及沿线9个省区市4亿多人口，将有效改善沿线地区大气质量。

意义

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业内人士表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是中俄在能源

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 有利于将俄罗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有利于带动中俄两国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将进
一步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使我国天然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化，对于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在增强我国天然气资源保障
能力的同时，在我国天然气整体流向“自西向东”的基础上，增加了
“北气南下”流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天然气管网布局，
与东北管网系统、陕京系统、西气东输系统互联互通，共同组成纵
贯南北、横跨东西、连接海外的天然气管网格局，对于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