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日，中铁十四局长沙湘雅路过江隧道（河西段）一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几台挖机正在开挖盾构始
发井土方。预计2020年年底，一期工程项目达到盾构施工条件。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任如华 摄

关注
本报1月3日讯 2019—2021

年， 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点———这是教育部启动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定下
的“小目标”。近日，2019年度国家级
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出
炉，湖南高校表现不俗。据统计全省
共有143个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另外有292个专
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
防科技大学未参加这一轮遴选）。

根据教育部要求，在申报时，中
央部门所属高校、 部省合建高校
2019年度报送的专业点数不超过本
校本科专业布点数25%； 各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2019年度报送本科专业
点数量不超过本地所属地方高校本
科专业布点总数的15%。同时，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将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地方高校名额分列，分“赛道”
进行遴选建设。最终，此次公布的首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共有
4054个，其中中央“赛道”1631个、
地方“赛道”2363个。

在我省， 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
两所部属高校成绩不菲，在中央“赛
道”， 两校分别有26个、20个专业入
选。而地方“赛道”中，我省20所省属
高校共有97个专业入选。其中，湖南
师范大学入选20个， 湘潭大学入选
19个，长沙理工大学入选12个，湖南
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南华
大学均入选6个，湖南科技大学入选
5个，湖南工业大学入选4个，湖南工
商大学入选3个， 湖南中医药大学、
吉首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警察学院均入
选2个，湖南文理学院、邵阳学院、怀
化学院、长沙学院、湖南工学院、长
沙师范学院各入选1个。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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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日讯 记者今天从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长沙管理处获
悉，2019年该处共向湖南省供气
31.54亿标方， 相比2018年增长
2.22亿标方，增长率7.0%，圆满完
成全面任务。 全年供气量相当于
湖南全年减少用煤约410万吨，相
当于减少19万吨有害物质的排
放， 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
贡献。

2018年末， 湖南省第一座压
气站、 西气东输三线长沙支线投
产，极大提升了气源进入湖南的能
力。2019年长沙管理处工程建设先
后完成望城末站长益支线、汨罗分
输站汨平支线、汨罗分输站湘阴支

线工程建设并顺利投产。
一年来， 面对油气长输管道

建设及运行安全升级管理的新形
势和新要求， 长沙管理处牢记责
任和使命， 不断提高生产运行科
学管控水平、强化设备设施管理，
扎实开展春、秋检工作，落实管道
巡护“区段长”责任制，持续推进
巡护痕迹化和精细化，在人防、物
防、技防、信息防上全面升级第三
方施工及高后果区风险管理，使
管道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状态，为
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了保障， 为湖
南天然气供应做出了新的贡献。

■通讯员 马宁 刘萍
记者 石芳宇

本报1月3日讯 记者今日获
悉， 长沙第三条过江隧道———湘
雅路过江隧道河西段盾构始发井
围护结构已施工完成， 进入基坑
开挖阶段。 隧道河东段正在进行
管线改移、 交通疏解等施工准备
工作，春节后启动围护结构施工。
隧道工程计划2023年实现通车。

过江段为双向六车道

湘雅路过江隧道工程西起岳
华路， 东接芙蓉中路， 全长约
4.18km， 包含隧道及地面道路两
部分。隧道定位为城市主干道，是
长沙市区“十八横十六纵”三十四
条主干道之一。 区别于已建成的
营盘路隧道和南湖路隧道双向四
车道， 湘雅路过江隧道过江段为
双向六车道， 这在长沙市过江隧
道工程中尚属首次， 可有效避免
车辆积压， 缓解市内过江交通压
力。分匝道后为双向四车道，匝道
为单向单车道。 该项目建设投资
约25亿元，预计建设工期为4年。

据介绍， 隧道穿越湘江段采

用盾构法施工， 岸上段采用明挖
法施工，根据隧道功能及施工需要
分别在湘江西岸和东岸各设置一
座盾构工作井和主线明挖段。目
前河西盾构始发井及一区明挖段
围护结构已施工完成， 正在进行
基坑开挖及支护施工，隧道主体结
构完成后具备盾构机施工条件。

与长沙地铁6号线同步建设

湘雅路过江隧道将与长沙地
铁6号线部分共线， 与六沟垅站及
文昌阁站采用合建形式，为避免二
次开挖，采用同步建设。

因湘雅路过江隧道与地铁6
号线同期平行施工， 现场仅北侧
具备通行条件， 施工场地非常狭
小，施工组织难度大。该段基坑长
度330m， 最大开挖深度37m，基
坑平均宽度36m，工程规模大，相
当于三个常规地铁车站的工程
量，施工任务紧迫。施工方中铁十
四局集团目前正在积极组织施工，
加快工程进展。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时钟

本报1月3日讯“杂交水稻之
父” 袁隆平、“油菜院士” 官春云、
“养猪院士”印遇龙、“金花之父”刘
仲华……他们有的用一粒种子改
变世界， 有的为油菜事业奉献六
十载，今天，湖南农业大学举行首
届“年度人物颁奖典礼”，4名院士
以及11位教师当选湖南农业大学
2019年度人物。

“非常感谢湖南农大给予我
这个荣誉。”在颁奖典礼上，袁隆平
院士从海南发来视频表示非常开

心能获得这个荣誉，并希望学生们
能把握机遇，用知识与汗水为新农
强农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9年， 是官春云与油菜结
缘的第60个年头， 在他眼里，“我
就是油菜,油菜就是我”。在颁奖
典礼上，他透露，目前手上还有
几项成果准备申报，其中有一项
就是“高油酸油菜”，据了解，高
油酸油菜籽油能很好地预防心
血管疾病。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刘子滕 马晓东

双向六车道！湘雅路隧道准备盾构穿江
目前已进入基坑开挖阶段，计划2023年通车，与地铁6号线同步建设

西气东输去年为湖南输送天然气31亿标方

4名院士、11位教师获这所高校年度人物

湖南143个专业入选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入选“双万计划”只是第
一步，根据教育部要求，教育
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
强对计划实施过程跟踪，针
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
对于建设质量不达标、 出现
严重质量问题的专业建设点
予以撤销。

各地各校要按照一流专
业建设条件， 完善本科专业
建设三年规划， 要健全全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 做好专业
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
建工作， 加快国家急需专业
建设， 持续改进专业布局结
构。 对首批入选的专业建设

点，要完善支持措施，持续加
强建设，不断夯实基础、改善
条件。同时，要以社会需求为
前提， 以一流专业标准为参
照，强化专业特色，持续提升
专业内涵和建设水平。 要以
专业认证促进专业高质量发
展，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形成
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
的质量文化。同时，要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建设一批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示范性本科专业， 在专业改
革创新、 师资队伍、 教学资
源、 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发
挥示范辐射作用。

哪些专业能够入选？三
湘都市报记者梳理发现，入
选的专业往往都是学校的
“最牛专业”， 体现了学校的
发展定位和办学方向， 同时
也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 另外还强调教育
教学改革成效突出， 能够以
新理念、新形态、新方法引领
带动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比如，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入选的小学教
育专业、 长沙师范学院入选
的学前教育专业、 长沙学院
入选的旅游管理专业、 怀化

学院入选的计算机科学技术
专业等， 每年毕业生行业认
可度高、社会评价好，同时专
业师资力量也很雄厚。

我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
人分析， 专业建设水平决定
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近
年来， 湖南省大力推进高水
平本科教育建设， 积极开展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办
学合格评估、 专业综合评价
试点、专业认证等工作，全省
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得到不断
优化，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

入选专业多是学校“最牛专业”

建设质量不达标的专业建设点将被撤销

长沙已有过江通道

橘子洲大桥：1972年建成通车

银盆岭大桥：1991年建成通车

月亮岛大桥：1999年10月19日建成通车

猴子石大桥：2000年建成通车

黑石铺大桥：2004年建成通车

三汊矶大桥：2006年建成通车

营盘路湘江隧道：2011年10月底通车

福元路湘江大桥：2012年通车

湘府路湘江大桥：2013年年初通车

南湖路湘江隧道：2013年年底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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