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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4荩千年学府 逐梦星空

本报讯 4月 24日是我国第四个 野中国航
天日冶遥 上午 9时袁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尧国家航天
局尧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袁湖南大学承办的
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活动开幕遥 校党委书
记邓卫现场接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尧 国家
航天局局长张克俭授予的野中国航天日冶旗帜遥
我校师生校友登上开幕式舞台袁 表演诗歌创演
秀叶奋斗与梦想曳遥

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题是野逐梦航天袁合
作共赢冶袁旨在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尧航天工作

者努力奔跑袁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和奋斗者袁加
快推动中国航天发展袁并与世界各国一道袁为和
平利用太空尧增进人类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尧
中国方案尧中国力量遥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出席开幕式遥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尧省人民政府
省长许达哲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尧国家航天
局局长张克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遥法国作为主宾
国参加这次活动遥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首席运
营官莱昂纳尔窑苏切特现场致辞遥 20多位两院院

士袁10多个国际组织袁50多个国家航天机构的外
宾袁以及有关中央企业尧高校尧中小学尧媒体的相
关人员袁共计 1600人参加开幕式活动遥

开幕式现场活动精彩纷呈袁 呈现了一场科
学技术与人文艺术融合尧 蓬勃青春与醇厚积淀
碰撞的文化盛宴遥 中国国家航天局首次聘请的
航天公益形象大使航天英雄杨利伟袁 中国科学
院院士尧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
和民进中央委员尧 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正
式亮相遥首个主题歌叶追寻梦想曳同期发布遥发布

了叶中国航天助力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声明曳遥 颁发了中国航天基金会奖遥 展示了
野我的太空梦冶太空画优秀作品噎噎

开幕式上袁 我校师生校友节目由校团委和
校艺术教育中心负责袁节目分为三段呈现遥 以合
唱叶浏阳河曳凸显湖南地方特色袁以叶东方红曳引
出韶山冲走出的伟人毛泽东袁 并与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野东方红冶一号发射相呼应袁用领诵尧合
诵的方式朗诵许达哲省长创作的诗歌 叶奋斗与
梦想曳袁生动表达了湖大人积极向上袁奉献中国

航天事业袁报效祖国的赤诚追求遥
在我校师生节目表演结束后袁 哈尔滨工业

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院士将野中国航天日冶旗
帜交还给张克俭袁张克俭将野中国航天日冶旗帜
授予 2019 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活动承办方湖
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遥

开幕式后袁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野航天放
飞中国梦冶要要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国航
天成就展遥 杜家毫尧许达哲等领导和嘉宾在我校
展位驻足良久遥 蒋鼎邦

孕2
孕3荩逐梦航天 合作共赢

2019年的春天袁 湖南大学与中国航天相约
岳麓山下尧湘江之滨袁校园里处处生机勃勃遥

作为 2019 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活动承办
单位袁湖南大学高度重视袁积极参与袁建言献策袁
多方投入袁为活动圆满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学校主要负责第三届中国航天科技教育校
长论坛尧 亚热带遥感应用论坛尧野青聚湘江冶暨
2019年中国宇航学会青年专家论坛尧 国际青少
年航天教育论坛等四项活动袁 协办中国航天日
主场启动仪式暨航天大会开幕式 渊学生创演秀
及授旗冤尧中国航天工程教育与产教融合发展论
坛尧中国航天大会尧航天成就展尧航天领域院士
专家进校园尧 航天产业对接会等六项活动遥 此
外袁承担 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活动志愿者服务
以及活动参会嘉宾参观岳麓书院尧 国家超级计
算长沙中心尧 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
实验室尧机器人学院等场馆的接待工作遥

活动前期袁学校成立了野中国航天日冶活动
筹备领导小组袁由校党委书记邓卫尧校长段献忠
担任组长袁其他校领导担任副组长遥 筹备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袁 由分管科研工作校领导担任办
公室主任袁 校办公室主任及科研院院长担任副
主任袁学校各相关职能部处尧科研院所主要负责
人担任成员遥

学校共参加国家国防科工局组织的协调会
议 5次曰 湖南省副省长吴桂英主持的协调会 6
次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组织的协调会 6次曰湖南
省工信厅组织的协调会 10次曰长沙市政府协调
会 5次曰 学校就航天日专题召开党委常委会 3
次尧校长办公会 3次曰校筹备办公室召开部门协
调会 16次尧工作推进会 8次遥

活动期间袁校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袁全体
在校校领导积极参与袁出席相关活动遥 来自教育
部尧国家国防科工局尧航天科研院所尧全国知名
大中小学校等单位的与会嘉宾达 1500余人遥 岳
麓书院尧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尧汽车国家重点
实验室尧 机器人学院等场馆的参观人数达 2000
余人次遥 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主场活动开幕式尧联
合国/中国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欢迎晚宴
演出袁 充分展示了湖大青年的饱满热情和文化
素质遥

为了办好 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活动袁
学校承担了全部志愿者服务工作遥 由学校师生

组成的 1200名志愿者袁为本次活动全程提供志
愿服务袁将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冶的志愿精神
与航天精神结合起来袁 以积极的态度和优质的
服务袁为航天日主场活动贡献力量袁得到了组委
会和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遥

学校充分挖掘我校航天故事和航天人物袁
积极参加 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航天成就展袁共
计展出 14项航天科技成果袁本届展会参观人数
创历史新高遥 我校志愿者讲解员备受好评遥

学校组织了 4场院士报告会袁为师生们作了
时空大数据尧遥感大数据尧大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尧
气候与环境等专题报告袁可谓学术盛宴袁场场爆
满遥 学校还与科工三院尧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
所尧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遥

活动期间袁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遥 4月
17日袁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袁中外 4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袁湖南
大学党委常委尧 新闻发言人唐珍名介绍了湖南
大学承办筹备情况袁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遥

4月 22日晚袁校党委宣传部渊新闻办冤联合
科研院共同发布湖南大学野中国航天日冶主题宣
传片叶千年学府 逐梦星空曳遥 专题片历时 2个
月袁赴北京等地多方位拍摄制作袁充分挖掘湖大
航天故事和航天人物遥 专题片发布后袁新华社客
户端进行转载袁在 4个小时点击观看量达 60余
万次遥

4月 23日下午袁新华社尧光明日报尧经济日
报尧中央电视台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尧解放军报尧
中国日报尧科技日报尧中国新闻社尧人民网尧光明
网尧湖南卫视尧湖南日报尧红网等 30余家媒体组
成的新闻媒体采访团走进湖南大学袁 开展集中
采访活动遥 野中国航天日冶活动期间袁中央尧省市
30余家媒体袁以及学校校报尧新闻网尧官方微信尧
官方微博尧官方抖音尧校广播站尧校电视台等校
园媒体袁全媒体联动尧全方位覆盖尧全天候延伸尧
多领域拓展袁共计发布新闻报道 200多篇袁包括
航天日常识尧我校筹备进展情况尧海报征集尧开
幕式及学校相关主场活动等遥 党委宣传部渊新闻
办冤 获得国防科工局新闻办颁发的 野中国航天
日冶宣传海报征集活动优秀组织单位遥

探索浩瀚宇宙袁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遥 人们相
聚在湖大袁传播航天精神袁培植创新文化袁打造
合作平台袁带着梦想继续出发遥

相约春天的盛会
要要要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湖南大学主场活动综述

本报讯 4月 17日上午袁2019年 野中国航
天日冶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家航天局新闻发布
厅举行遥 国家航天局新闻办副主任孟华主持发
布会袁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袁湖南
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尧副厅长黄宝林袁湖南大学党
委常委尧新闻发言人唐珍名进行现场发布遥 唐珍名
介绍了湖南大学作为第四届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
活动承办单位的筹备情况袁 并现场回答了记者
提问遥

人民日报尧新华社尧中央广播电视台尧光明
日报尧经济日报尧中国日报尧中国新闻社尧今日俄
罗斯尧香港凤凰卫视尧香港大公报尧澳亚卫视尧湖
南卫视等国内外 40余家媒体参加遥

野中国航天日冶活动从 2016年启动袁已连续
举办三届遥今年是第四届遥前三届分别由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尧西北工业大学尧哈尔滨工业大学承

办袁湖南大学是第四届承办高校遥
今年 野中国航天日冶 主场活动将于 4月 23

日在长沙举行袁活动主题是野逐梦航天 合作共
赢冶袁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尧工业和信息化部尧国防
科工局和国家航天局主办遥 宓维良 蒋鼎邦

又讯 4月 23日下午袁2019年 野中国航天
日冶新闻媒体采访团走进湖南大学袁开展集中采
访活动遥

新华社尧光明日报尧中央电视台尧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尧解放军报尧中国新闻社等 30 余家媒
体袁2019年野中国航天日冶新闻宣传工作组组长尧
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主任李自平出席遥
集中采访活动由校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尧新闻
办公室主任尧新闻发言人唐珍名主持遥

我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尹双凤尧 国家超

级计算渊长沙冤中心副主任彭绍亮尧机械与运载
工程学院冯凯教授尧 化学化工学院邓剑如教授
等先后介绍了有关情况遥 刘旭 黎媛

本报讯 4月 24日下午袁 湖南航天航空产业发
展座谈会在长沙举行遥 作为今年野中国航天日冶主场
活动的重头戏袁会议旨在弘扬传承航天精神袁凝聚各
位院士专家尧企业家的智慧力量袁共同推动湖南航空
航天产业发展遥 湖南省委副书记尧省长许达哲袁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尧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遥 湖南省副省长吴桂英主持会议遥

校党委常委尧 校长助理李树涛代表学校与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现场签订 叶共建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研究中心协议曳遥

10余位两院院士袁 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及中央企
业袁湖南省直有关部门袁部分市州尧中央在湘单位尧园
区和企业负责人等 200余人参会遥 座谈会上袁与会院
士尧专家尧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专业领域进行了精彩
发言袁并就航空航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袁23
家单位成功签署了 12个项目的合作协议袁总投资近
200亿元遥

蒋鼎邦

湖南航天航空产业发展座谈会举行
我校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签订合作协议

“中国航天日”新闻发布会现场发布湖南大学承办筹备情况

校党委书记邓卫现场接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尧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授予的野中国航
天日冶旗帜遥 蒋鼎邦/摄

座谈会签约现场遥 蒋鼎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