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全省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湖南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实施方案》，要求各市州、县市区
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
属机构认真组织实施。

每年为基层医院培养
1000名专科本土化人才

《实施方案》 明确了全面优
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全力提升
院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住
院医师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改
革三大重点任务，并要求各级各
有关部门和相关高校加强组织
领导，保障经费投入。

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与
规模将进一步优化。《实施方案》
要求，逐年减少中职护理专业布
点和招生规模，大力发展高职护
理专业教育，适当增加本科护理
学专业招生规模； 严格控制高职
（专科）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
稳步发展本科临床医学类、 中医
学类专业教育，以质量控规模。

《实施方案》明确，继续做好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人
才培养项目； 继续实施我省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专科本土化人才培
养项目，2020-2025年，每年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1000名专科
本土化人才。

建设2-3个高水平
公共卫生学院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
对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队伍的

强烈需求。《实施方案》 要求，依
托具备条件的医学相关院校建
设2-3个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3年内建设6个左右省级公共卫
生实训示范基地； 各高校公共卫
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规模不得低
于公共卫生硕士学术学位规模。

《实施方案》 明确要深化本
科医学教育教学内容、课程体系
和教学方法改革，到2021年全省
建设60个左右医学本科一流专业
建设点。 建设20门左右医学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推出200
门左右医学线上线下精品课程。

支持省部局
共建一流中医药院校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
《实施方案》 强调要加强中医药
教育传承创新。支持省部局共建
一流中医药院校；集中优势资源
做大做强具有湖湘特色的中医
药主干专业，加强中医学、中西
医结合、中药学等学科（专业）群
建设；支持中医药院校编写核心
课程教材，探索“中医学+X”交叉
融合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

《实施方案》还提出加强医
药基础研究创新。建立湖南省预
防医学科学研究院，加强公共卫
生、前沿医学、应用技术研究，加
大针对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创新
药物的研发力度，加快推进检测
试剂、疫苗、抗病毒药物等研发。
结合湖湘中医药特色，建立湖南
省药物研发基础研究创新基地。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余蓉

湖南出台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支持省部局共建一流中医药院校

本报 3月12日讯 春光明
媚、万物生长。今天是一年一度的
植树节，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许达哲，省委副书记、
省长毛伟明，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等省领导来到正在建设中的长沙
市天心区融城公园， 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

省领导乌兰、 黄兰香、 谢建
辉、张剑飞、张宏森、李殿勋、姚来
英、王成、吴桂英等一同参加。

融城公园位于长株潭三市融
城重要核心区， 未来将打造成满
足市民亲近自然、亲子休闲、日常
游憩等需要的公共场所。 来到这
里，许达哲、毛伟明等省领导拿起
铁锹， 走到位于公园西北端的义
务植树点。大家几人一组，挥锹铲
土，围堰浇水，接连种下桂花树、
红梅、垂丝海棠、紫叶碧桃、樱花、
红枫等树种。未来，这块小山坡将
通过搭配种植乔木、草皮、开花灌

木等，建设一片视野通透、四季有
花的“融城林”。

植树中，许达哲说，习近平
总书记2020年来湘考察时殷殷
嘱托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
建设上展现新作为”，省委十一届
十二次全体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明确提出
要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湖南，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 植树造林是生态文
明建设、 扮靓美丽湖南的重要内
容，我们要高度重视、全面动员、
加大投入、持续推进、科学施策，
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
代化新湖南营造更好生态环境。

今年义务植树活动的主题是
“造绿长株潭 植美都市圈”，长株
潭三市负责同志参加了义务植树
活动， 许达哲邀请他们共同栽种
一棵桂花树。 许达哲说，“加快长

株潭都市圈建设， 打造全国重要
增长极” 写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批准的“十四五”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长株潭
三市带来了新的重大战略机遇、
也赋予了新的历史重任。 要凝聚
合力、抢抓机遇，共同培植、浇灌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大树”，盯
住一项项具体工作狠抓落实，力
争取得更多新的重大突破。

3月11日上午， 李微微等还
与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在湘潭
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

全民植树在湖南开展40年
来， 全省累计9.56亿人次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植树47.12亿株，森
林覆盖率从38.92%增至59.96%，
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6个、
国家森林城市9个、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16个， 绿色已成为湖南的
亮丽名片。 ■湖南日报·新湖南
客户端记者 冒蕞

让绿色成为发展底色，携手建设美丽湖南
许达哲毛伟明李微微乌兰等省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3月12日讯 今天中
午， 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
后，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的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乘飞
机返长。

省领导刘莲玉、谢勇、胡伟
林等同机抵达。

大会期间， 湖南代表团的
119名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饱满的精神状态， 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认真审议李克强总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了“十四
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等决定、报告。
同时，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实
施、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等， 积极建言献策。 据统
计， 代表们共向大会提交议案
15件，建议535件，其中全团建
议3件，人均议案建议数高于全
国平均数， 充分展示了湖南代
表的履职风采。

代表们表示，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之年， 是“十四五” 开局之
年。要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
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力实施“三
高四新” 战略中充分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勇于担当作为，激情
干事创业， 为奋力建设现代化
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孙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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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 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系统观念， 树立战略眼光，
增强风险意识，更好推动社会保
障事业健康发展。要紧盯群众反
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深化社会保障改革，健全社
会保障制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需求；要加快完善社会保
障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提高精
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持续扩大
社保覆盖面，稳步提升社会保障
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既是
对青年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全体
党员干部的期望。 要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永葆对党
忠诚之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

装，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当好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
传人，在重大实践中加强斗争历
练、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建功立
业；要结合换届，加大年轻干部
培养、锻炼和选拔力度。习近平
总书记审阅述职报告提出的重
要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围绕
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的谆谆
告诫。省委常委会要带头全面贯
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规定，带头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 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 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要
发挥全省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把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体现到全省工作的各领域
各方面，形成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整体合力。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要求等

“三驾齐驱”加快推进网络强省建设
3月12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审阅有关领导同志述职报告提出的重要要求；传
达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精神， 研究我省
贯彻落实意见；研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解决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和为基层减负、 筹备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工
作。省委书记许达哲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党史部门要按照
中央和省委的总体安排和部署
要求，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
围绕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
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即时记载和
跟进研究。要深化不同历史时期
的湖南党史专题研究，深化党史
宣传教育，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
信息化建设，加强党史干部队伍
建设，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服务推动全省红色旅游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党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会议强调，办好中非经贸博

览会， 是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
略、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重要
抓手和重大机遇， 要精心组织
筹备、体现湖南水平，压实各方
责任、凝聚办会合力，抢抓办会
机遇、深化开放合作，持续将博
览会办好、办实、办出特色、办出
成效，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再上
新台阶作出湖南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会议强调，要保持定力、久
久为功， 把为基层减负工作做
好，切实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结合
全省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 扛起工作责
任。 要紧盯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进一步压实整治责任，构
建并落实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要推进深层次源头问题研究和
整治，从源头上为基层减负，巩
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会议强调， 要切实强化政
治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
想，为喜迎建党100周年和大力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强大网上
舆论支持、可靠网络安全保障、
有力信息化支撑。 要服务大局
发挥作用， 坚决维护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 加快推进网络强省
建设，做到内容建设管理、保障
网络安全、 统筹信息化发展三
方面并驾齐驱。 要压实各方责
任， 省委网信办要发挥牵头协
调作用， 省委网信委各委员单
位及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
司其职、形成合力。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深化社会保障改革

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加快推进网络强省建设

加强党史资料征集和信息化建设
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

在湘全国
人大代表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