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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征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发展信
心、树立行动标杆、激发奋斗豪情。
按照重要性、推动力、关注度等标准，结合大
数据抓取与媒体初审等方式，目前已产生 40件
候选条目。在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前，如全市再发
生对武汉改革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全社

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长江日报报业集
团、武汉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武汉 2017年度“二十大
新闻事件”评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
本次评选旨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展示
2017年全市人民“聚力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赶超”，
在加快推进“三化”大武汉建设、全面开启大武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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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至 11 月 23 日 24 时，市
民可通过长江网、黄鹤 TV 网站、长
江日报官方微信、长江日 报 APP 和
掌上武汉 APP 等平台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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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特别重大影响的事件，可增补进候选条
目。
本次评选采取网络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经市民投票、专家评审，将产生武汉 2017
年度“二十大新闻事件”，届时举办揭晓晚会，邀请
市民代表共同发布评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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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2017 年度“二十大新闻事件”候选条目
（共 40 件，以时间为序）

1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

21 调研选拔百名“狮子型”干部

2 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

22 斗鱼嘉年华吸引 1.7 亿人注目武汉

—武汉长江主轴
3 规划建设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

23 武汉推出发展新民营经济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4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发展“菁英经济”

24 武汉成为首批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武汉率先向“新衙门作风”宣战

25 “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

6 “三乡”工程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武汉样本”

26 “红色引擎工程”创基层党建全国品牌

7 选派两批“108 将”巡查基层作风

27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8 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推动来汉投资大幅增长

28 武汉新港空港综保区正式封关运行

9 “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开创城市“校友经济”新模式

29 全国首创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

10 “四水共治”开创系统治水新局面

30 “汉马”入选中国最高等级马拉松系列赛

11 “新青年下乡”成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

31 T3 航站楼启用

12 “千局联千企”帮企业解难

32 武汉“九桥一隧一路”取消 ETC 收费

13 “万名警察进社区”提升市民安全感

33 武汉再夺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14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攻坚办事难

34 大学生落户住房收入三大新政策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

15 “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东湖绿道构环成网

35 戴家湖公园获中国人居环境奖

16 “双万双联”架起干群连心桥

36 中欧武汉班列运输实载率全国第一

17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揭牌

37 武汉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称号

18 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招才局

38 首架武汉造飞机下线

19 四张成绩单创新政绩考核模式

39 世界飞行者大会永久落户武汉

20 全国首创网上群众工作部高效回应群众诉求

40 水上马拉松成武汉特色体育赛事新亮点

整机制造实现“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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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爱乐武汉奏响
同步直播 11城同享
记者直击外地观众点赞武汉品质

胡曙光率团出访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

深化我市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务实合作

本报讯（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胡桂林）应菲律宾宿务市政
府、印度尼西亚日惹市政府、马来西亚亚庇市政府的邀请，市
政协主席胡曙光近日率我市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此次访问
旨在深化我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建设。
访问期间，胡曙光先后会见菲律宾宿务市市长奥斯敏
迎、国信集团董事长章肇宁、中国驻宿务总领事施泳、印度尼
西亚日惹市副市长普瓦迪、融侨集团总裁林宏修和中华总商
会主席纪辉琦、马来西亚亚庇市市长杨文海、马六甲洲中国
事务特使颜天禄和沙巴洲旅游协会会长廖吉祥、东盟湖北同
乡会会长张麒麟等，出席三国华侨华人助推武汉发展恳谈会
和武汉扬子江汽车与马来西亚亚庇市公交合作协议签署仪
式等活动。
胡曙光深入了解当地发展态势，全面介绍武汉发展面临
的新机遇，重点推介武汉投资新优势，积极推动我市企业“走
出去”项目落地，现场看望中建三局在马来西亚建筑工程现
场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胡曙光指出，武汉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科教实力突出、产业体系完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武汉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务实交
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代运营数百店铺奋战“双 11”

武汉 90后电商
10小时销售破亿

13日晚，柏林爱乐乐团在琴台音乐厅带来了第六届琴
台音乐节最重磅的音乐会。武汉观众太热情，钢琴家王羽佳
和指挥家西蒙·拉特数次返场。
陈思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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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不平凡成就
激励我们为伟大城市梦想奋进
武汉2017年度“二十大新闻事件”请你投票决定

本报讯（记者邵澜）10日，市
长万勇专题研究 2018年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工作，强
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全力做好今年
各项工作收官，认真谋划明年重
点工作，以实际工作成效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发改委等部门分别汇报
了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
目预期安排。万勇指出，2018年
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
是实现“十三五”目标的承上启
下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按照全市
第九次拼搏赶超会对明年工作
的要求，以奋力拼搏赶超的精神
状态，谋划好明年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万勇强调，狠抓投资和重大
项目建设，是实现拼搏赶超、推
进一号工程、建设亮点区块、提
升城市功能、保障民生福祉等全
局性重点工作的需要。要突出项
目落地抓投资，坚决落实招商项
目落地“三个开工比例”，分区域
分领域安排明年投资计划；突出
工业支撑抓投资，“新两园”规划
建设要实现所有区和功能区全
覆盖，规上工业企业技改覆盖面
要超过 60%，加快推进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建设；突出保障军运会
环境抓投资，确保军运会重要保
障线路实现“三基本四覆盖”，所
有基础设施保障工程明年基本
完工；突出“四水共治”抓投资，
攻坚克难治污水，加快推进综合
管廊和海绵城市等重大项目建
设；突出分行业分区域抓投资，
强化投资主体责任，优化投资考
核指标体系，各区（开发区）和各
部门要对照要求确定明年投资
任务，压实目标责任；突出社会
资本抓投资，充分用好 PPP建设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
设开发，推进我市平台企业、施
工企业、设计施工承包企业转型
升级。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
瑞峰，副市长徐洪兰，武汉经开
区管委会主任彭浩，市政府秘书
长刘志辉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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