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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6月
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讲话
见2版），31日由新华社公开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回顾
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反贫困斗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
验，全面分析了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形势

和任务，深刻剖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明确
了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指明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方法论、关键点、突破口和需要把握的问
题。这篇重要讲话的发表，对于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战略思想，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9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7期也将
发表这篇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

� � � �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8月31日召开会议， 研究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

十八届七中全会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
京召开。

会议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总结过去5年
工作， 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进程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

内形势， 全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
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适应时代要求
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团
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 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
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吴志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自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省扶贫办精心制定
识别方案、创新帮扶模式、严格考核制度，
确保扶贫路上不漏一人。今天，省扶贫办透
露，今年全省共清理错评户67.2万人，纳入
漏评户55.82万人。

精准识别，才能精准发力。省扶贫办起

草制定了《湖南省农村扶贫
对象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对
全省4.2万个村、5700万名村
民进行逐村逐户调查， 搜集
录入信息3亿多条， 识别出
8000个贫困村、682万贫困
人口。 为提高精准识别率，
2015年和2016年，省扶贫办
结合“一进二访”活动，连续
组织开展精准识别“回头看”
行动， 剔除不符合条件的对
象108.3万人，纳入贫困对象
92.5万人。今年，省扶贫办继
续加大精准识别力度， 将识
别不准的贫困户、 优亲厚友
的关系户清理出去， 将符合
条件的低保户、 重灾户等人
群纳入进来。

在此基础上， 省扶贫办
创新帮扶模式， 改传统的给
钱给物、 打卡到户为直接帮

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3种帮扶模式，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趟出了“资金跟着穷人走、
穷人跟着能人走、 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
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的产业扶贫新路子。至
2016年底， 全省共实施重点产业扶贫项目
229个，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7.5亿元，整合其
它资金56.2亿元，参与企业（合作社）690家，
帮助162万贫困人口增收。 荩荩（下转3版①）

湘声

在我国，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在党的
领导下， 受人民委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其
中，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重要职能。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将有力
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党中央部署要求的、 地方党委政府关注
的、 人民群众关心的， 就是人大监督的着力
点、主攻点。比如，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后对我省食品药品安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等开展执法检查，就很好地把中央要求和人民
利益结合起来了，取得了良好的监督实效。

财政的钱， 说到底都是老百姓的钱。当
前， 我省个别县市还热衷于建大马路、 大广
场，盲目举债搞形象工程。这既不符合党中央
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也违背了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更没有尊重民意、爱惜民力。面对
这种现象，人大就要敢于监督，充分利用视察
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工作评议等方式，
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引导地方把更多精力、财
力投入到通村公路、农村供电、通讯网络、安
全饮水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微建设”上来。

人大既要敢于监督， 又要善于监督。比
如，当前我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点多面广、任

务繁重，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人大就要主动参
与进来，发动人大代表，有效监督搬迁对象识
别是否精准、搬迁选址是否合理、搬迁资金是
否安全、搬迁效果是否满意，确保科学搬迁、
阳光搬迁、 廉洁搬迁。 衡量监督工作质量如
何，关键就是看有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各级人大要正确看待和行使监督权 ，正
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更好地促进“一府
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进而形成在同级
党委领导下， 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
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生动局
面。

�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贺威 左丹）
8月30日至31日，2017年全省普通高校领导
干部暑期研讨班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和高校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折不扣抓好巡视
问题的整改， 把巡视整改的实际成果转化为
加强和改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成效，

不断提高办学治校水平，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副省长向力力出席。

乌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巡视整改
的具体要求上来，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加强和
改进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政治担
当， 真正把巡视整改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政
治任务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乌兰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以巡视整改
为契机全面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
工作。 荩荩（下转3版③）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上午，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召开第七十次
主席会议。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持会议并讲
话。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张大方、欧阳斌、
赖明勇、葛洪元、袁新华、胡旭晟，秘书长卿渐伟
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省抗洪救灾总结大会精
神； 审议了十一届省政协第二十五次常委会
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听取了筹备工
作情况汇报； 审议了关于“推进我省教育扶
贫”的调研报告（草案）、民主监督报告（草
案）；审议了关于“推进我省教育扶贫”向中共
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建议案（草案）；审议

了湖南省政协提案办理协商第三方评估暂行
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关于
聘任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员的办法（试行）
（草案）及拟聘成员名单；听取了运用政协云
扩展履职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
（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微微说， 要进一步弘扬好抗洪救灾精
神，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我省政协
事业新发展， 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更
大贡献。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8月中旬， 位于衡阳市生态公园内的
“生态一号美术馆”， 前来观展和创作的市
民络绎不绝。

这栋绿树环绕的幽静小楼， 过去颇具
神秘面纱，有铁门和保安，进门要通报。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告诉记者， 这栋原
名“1号楼”的小楼，曾是落马的衡阳前市委
书记李亿龙的豪华休息室。李亿龙被查后，
新一届衡阳市委班子还楼于市民， 层层神
秘感被浓郁的艺术氛围所替代， 成为衡阳
市民的文艺“后花园”。

一栋小楼的变迁， 正是衡阳重构山清
水秀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重申政治纪律，
把正选人用人之风

破坏选举案发生后，衡阳身披创伤、士
气低迷。

2016年，本为“救火书记”的李亿龙又
接着“落马”，衡阳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亟待
清除余毒、破茧重生。

“带着任务来”的新任衡阳市委书记周
农多次强调：“我要做从严治党的书记。”

2016年7月20日，衡阳市委常委会举行“两
案”反思专题民主生活会。周农和市委常委
班子一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并重申政治纪律， 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认真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
任， 重构衡阳良好政治生态，“壮士断腕”、
“刮骨疗毒”，从而“凤凰涅槃”。

当时， 衡阳市县乡集中换届工作正紧
张推进。但是，经历几次事件后，衡阳12个
县市区党政正职24个岗位， 不能继续提名
的就有17个之多。

“净化政治生态，首先要从选人用人风
气抓起。”面对换届“大考”，衡阳一方面狠
抓“两个责任”落实，层层“约法三章”，坚守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另一
方面出台不请吃、不打电话、不发短信等换
届纪律“九个不”，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
强换届风气监督的暂行办法》，对换届工作
“全程纪实”、凡提必核。

铁纪严规下，衡阳145名党员干部因违
反换届纪律被查处， 仅衡山县换届违规聚
餐案，就处理了11个人，此次换届被称为衡
阳历史上“纪律最严、风气最正、人心最齐、
效果最好”的换届。

荩荩（下转6版）

人大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省政协召开第七十次主席会议
李微微主持并讲话

乌兰在全省普通高校领导干部暑期研讨班上强调

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
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新成效

省扶贫办挂图作战、按图销号

确保精准扶贫路上不漏一人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部门在行动

———看衡阳如何重构山清水秀政治生态

“芙蓉”初绽
惊艳星城
8月31日，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大批市民在现场参观。
当天，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芙蓉花”建筑———长沙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首次对公众开放，广
大市民零距离感受“芙蓉花”
的建筑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王晗 摄影报道

清风拂三湘

全省共实施重点产业扶贫项目229个，

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7.5亿元，

整合其它资金56.2亿元，

参与企业（合作社）690家，

帮助162万贫困人口增收

2012年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

767万
2016年底 331万

贫困发生率由13.4%
降至5.91%

至201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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