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要闻
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责编：佟迎宾 美编：孟宪东

�������������������a	
��������	��

�������o���
�p����������	������

���������������������	������a��

"11����b���������������b

�
��	���

o���
�p���������������������
	����

������������	�������a������������

���������������������
�����	������


�������������������	��b

�������
����	��

��������	����������	�
���	������������b������
������
�����o���
�p����
�����������	��	��b

o���
�p�
���
��
�
��
��
�������	
����������
���������
��������	���
���
a���a����a��������
�������
�������	�����

��b

�
������
��������		�

	��o���
�p�����������
����������
����������
�a����������������������
�������������������������
��
������	b

��o���
�p�������a���a
����a��
���a����a
�	���
����������������	b

������������a	
�������
�	���������o���
�p�����

�����	���������������
������������	������a��"11
����b���������������b

o���
�p�����	�	�

���������	������
�	�o���
�p����	���
������������

��o���
�p�������������
�	b��	a���

�	a�����a������������	����
��
�a

������������������������
�������


o���
�p�����b

o���
�p�����

o���
�p�	��������
������
������	a���
�	a�����a�����������
������	��������
�����
�������������
�����
����b

������	����a�	���

�o���
�p�������������
�a��
�
��
�����������
���	�� ��� �������������
���������������������
����������������	���
���	����������������
��b

�����	���a	���
��o�
��
�p��������������
��������
��������
	
��������	���������
��
�	���	�����������
��
��������b

���
��	���a	�	���

�o���
�p���������
�
������������������	
	������		���������
��
�����������bo�����
��
�������������������

��������	����������
���
����bp

�
���������
�����
�
���������
�����	�������
�	�����������a��a�����
�
���������������
���
����a���b

����	�	 �������

������	����a�	����
�����	���a	���
��

���
��	���a	�	����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全
国宣传部长电视电话会议27日
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做好迎接党的二十大
宣传工作，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体现了百年大党初
心不改、矢志不渝的执着和坚定，
彰显了谋划复兴伟业、擘画强国
蓝图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必
须坚定自觉地用讲话精神统一思
想和行动。

黄坤明强调，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高举新时
代思想旗帜，反映新时代伟大变
革，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全党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凝聚
起来，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组织推出一批展现时代
风貌、彰显中国气质的精品力
作，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激
励人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
结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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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作出了战略部署，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
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
措。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
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
关重要。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
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
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

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
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深刻认识
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
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
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
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
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

习近平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

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
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十分重

要的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5
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
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对于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认真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沪宁在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大家通过学习，坚定了战略自信，保持了战略
清醒，增强了信心斗志。要继续深化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
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
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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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质量发展闯新路 展现新作为新担当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袁汝婷 史卫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湖南考察，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作出系列重
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南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砥砺奋进，不
断取得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新进展。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一场硬仗打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重要指示化作三湘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湖南6920个贫困
村、68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年来，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440元提升至18295元。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指出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近年来，湖南不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盛夏时节，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的稻穗弯下了
“腰”。中联智慧农业沅江基地通过收集数据，以算法作出农
事决策，比传统农耕亩均增产15.4%。在湖南省宁乡市，“宁
乡花猪”科研工作覆盖养殖、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2021年
产值突破36亿元。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2022年，湖南将确保全
省粮食播种面积7135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600亿斤以
上，生猪出栏量稳定在5700万头以上。

培育中部崛起新动能

湖南，联通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湖南“着力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
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湖南省衡阳市，“一核两电
三色四新”十大产业为主导的14条产业链蓬勃发展。当地利
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推动传
统制造业创新升级。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湖南拥有
工程机械巨头“矩阵”。2021年，全省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4295家，较2012年增长87.4%。

十年来，湖南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攻关项目453个、
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引领计划项目400个。

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湖南在内陆开放进程中迈开步伐：中
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湖南地区去年开行中欧、中亚国际
班列580列，抵达22个国家……

铁海联运、易货贸易、跨境电商……湖南创新贸易模式，
2020年对非贸易额跃居中部第一，2021年对非进出口值首破
4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破万亿元；贸易伙伴遍及227个国家

和地区，外贸规模增速居全国前列；培育形成3个万亿级产业、
14个千亿级行业……在推动中部崛起中，湖南正阔步前行。

建设安居乐业新家园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来到湖南省岳阳市。
他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十年来，湖南坚决推进水、气、土壤污染治理，2021年国
考省考水质断面优良率96.1%，14个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91%，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9.97%。

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来自绿水青山，也来自件件“小事”。
厕位、车位、学位、床位等，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百
姓生活。湖南聚焦“关键小事”，着力办好民生实事。

2017年以来，湖南实施芙蓉学校建设工程，累计投入87
亿余元，分批在武陵山、罗霄山等地县市区建设高标准中小
学，101所芙蓉学校为边远地区提供14.6万个学位。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注重扩大有效投资、繁荣
居民消费的重要指示，湖南着力培育新消费，涌现出一批备受
年轻人青睐的品牌。古城长沙，也由此成为游客心中的“网红
城市”，逛夜市、喝奶茶、吃小龙虾几乎是“打卡”必选项。夜经
济成为消费增长极，截至去年底，长沙24小时便利店有874
家，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31%。

好政策让湖南成为创新、创业高地。截至目前，全省实有
市场主体突破618万户，比十年前新增约400万户。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三湘儿女正以实干创造，
用奋斗作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满怀
豪情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长沙7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