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掀起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热潮

通讯员 曾翔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为中国未来发展绘制了宏伟
蓝图……”10月25日晚，永兴县农村电影

放映员马恭志走进郴州市北湖区社区
放电影， 他说，“这段时间在永兴县、北
湖区等地放电影前，我都会先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电影放到哪，十九大精神
宣传到哪。”

马恭志2010年被评为首届感动中
国文化人物、 湖南省劳动模范，2011年

被评为湖南省自强模范、湖南省道德模
范、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2年被评
为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党的
十八大以来，沐浴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的春风，马恭志的工作、生活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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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19
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了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议，副主任
谢勇、刘莲玉、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湖南省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
强法制意识，充分发挥条例在我省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落实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建
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调动和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重
要监督内容，切实加大监督力度。

荩荩（下转4版②）

新华社记者 赵承 霍小光
张晓松 罗争光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上，
这一刻无疑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2017年10月25日上午， 北京人民
大会堂。

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
25人组成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选举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
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通过了
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
会组成人员； 批准了十九届中央纪委
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

这是8900多万名党员的领路人，这
是13亿多人民的主心骨。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航中国，扬帆
再出发。

万山磅礴看主峰
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在

民族复兴关键当口，确立习近平
总书记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必定会有

激荡人心的时刻。
一年前的金秋北京，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
全党的核心地位，人民大会堂雷鸣般的
掌声音犹在耳。

这是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崇敬爱
戴，这是亿万人民追求梦想的情感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取
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
重大步伐，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
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
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
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 根本性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的实践孕育着新的思想。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坚持和
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开辟了21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办大事、解难题，挽狂澜、开新局。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一系列伟大

实践和理论创新，倾注着中国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和人民情怀，彰显着党中央
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展现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雄才伟略和领袖风范。习近平
总书记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统筹内政
外交国防，统领治党治国治军，为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不畏艰险、 殚精竭虑，赢
得了党心、军心、民心，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坚强核心。

在选举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习近平
同志全票当选。在选举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委员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十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时， 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雷鸣般的掌声一次次响
起，经久不息……

一张张选票代表党心民意、一次次
掌声传递信任期望———有习近平总书记
这个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
党之大幸、军之大幸、民之大幸！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的希望所在、力量所在、胜利
所在！

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标志，
中国步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

到2020年，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荩荩（下转2版③）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出席了在京召开的军队
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军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范长龙同志
出席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
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 也是我军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
的5年。中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把握国际
国内大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扭住建设一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贯彻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特别是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带领全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
步伐，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他说，5年
来，中央军委直面问题、勇于变革、攻坚克难，坚持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狠抓练兵备战实战化，扎实推进军队
现代化建设，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提高依法治军水
平，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恢复
了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破解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取得了
一些开创性成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开得很成功，对
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九大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
展战略全局，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强调要
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
务就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强调，全军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
要求，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努力走
在前列。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关键要实。要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坚持学用一致，坚持领导带头，在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习近平强调，要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系
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深入学习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突出学习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要在认清使命、
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充分
认清强军的光明前景，充分认清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只争朝
夕，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要在推动工作、见诸行动上取得实效。把党的十九大的战略
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 强化落实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央
军委组成人员，这是我们党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政治安
排。新一届军委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重托，牢记全军官兵
期望，全力以赴做好军委工作。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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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
———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 � � �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
进入了新时代。要确保到2020年基本
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119次主任会议

“电影放到哪，十九大精神就宣传到哪”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周帙恒）
今天上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团代表，在
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 乘机返回
长沙。代表们表示，党的十九大，对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全面部
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
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吹响了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
号角。 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开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全党上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指路明
灯。”十九大代表、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曹炯芳表示，将坚决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新部署，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扎实抓好政
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
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好
班子，带好队伍，不断提高新长征路上的

新本领，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辉
煌。”十九大代表、省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姜欣表示，全省各级妇联将把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推动群团改革
紧密结合， 带领全省妇女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共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荩荩（下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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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普京对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和习近平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
普京表示， 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要。 大会成

果充分体现了广大中国人民对您领导的中
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您在中国党和人
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衷心祝愿习主席
带领中共这一世界最大政党持续取得新的
成就。 俄中关系是当代世界大国和睦共处
的典范。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
普京对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

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

10月26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团代表，在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之后，乘机返回长沙。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