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26县
集中摘掉“贫困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河北省望都县、四川省广安
市广安区等9省份的26个贫困县， 日前顺利通过国家专项
评估检查，近期将由省级人民政府陆续批准退出贫困县。

这是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夏更生1日在国务院扶贫
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26个脱贫摘帽的县是：河北省望都县、海兴县、南皮县，
江西省吉安县，河南省滑县，重庆市万州区、黔江区、武隆区、
丰都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四川省南部县、广安市广安
区，贵州省赤水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昌都市卡若
区、林芝市巴宜区、山南市乃东区、亚东县，青海省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同德县、都兰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民丰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托里县、青河县。

夏更生说，这26个县中，中部地区贫困县综合贫困发生
率全部低于2%，西部地区全部低于3%，错退率和漏评率全
部低于2%，群众认可度全部达到90%及以上，均符合退出
条件。

2016年，全国共有28个贫困县提出退出申请，其中江
西省井冈山市、河南省兰考县率先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
分别于今年2月25日、27日由省级政府批准退出。目前全国
已有2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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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立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
组成中央宣讲团。

据了解， 中央宣讲团主要由参加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工
作的有关同志组成，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
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蒋建国，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中央政
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中央改革办
常务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中直机关工委常务
副书记、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孟祥锋，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
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绍史，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
会副主任高虎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财政部部长肖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国家卫生计生委
主任李斌，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
记、副主任袁曙宏，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高选民，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组织一局局长李小
新，中央财办副主任易纲，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中央财办
副主任韩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明，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 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姜伟，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江金权，中央
纪委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组组长潘盛洲，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
任韩文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来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共36位同志。

从1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进行集体备课。大家将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围绕当前干
部群众在学习贯彻中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存在的思想困
惑，进行深入思考和研讨，认真准备宣讲稿，力求更好地联
系实际、回应群众关注关切，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

中央宣讲团将于5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 � �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新使命开启新
征程。

从东海之滨到西部戈壁，从白山黑水
到南国密林，从护航一线到维和战场……
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以强烈的责任担
当，采取有力举措，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 官兵们表示，
要把思想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面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高举伟大旗帜，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根本指导
地位

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
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举行座谈会、请专
家作报告、组织理论研讨班等形式，全面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吃透大会精神。

官兵们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
判断，立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是一次具有划时代、
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

官兵们表示， 全军和武警部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坚持标准更
高、抓得更实、走在前列、做得更好。要认
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系统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重点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狠下功夫，切
实把党的十九大的部署落实到国防和军
队建设各领域和全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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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代表、南疆军区政委
缪文江一回到部队，就迅速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到边关哨所。
他说，人民军队要实现党的十九大作出的
战略部署和要求，就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
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
位，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提供
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本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强军队党
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 主题教育， 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
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本色。官兵们认为，这其中最根本
的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
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任何时候
都不能变、不能丢。

军魂永不变， 军旗永向党。 官兵们表
示，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必须全面贯
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
度，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
志，奋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第77集团军某陆航旅各级党员干部
焕发出浓厚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政治热情。旅飞行营营长张可洪说，只
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才能确保我
军性质宗旨本色作风不变， 才能把先辈们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
去， 才能坚定自觉地同各种不良作风和风
气作斗争，从而以优良作风塑造过硬部队、
打造雄师劲旅。

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担负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一切工作都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连日来，全军将士将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苦练打
赢本领、锤炼胜战精兵的强大动力———

东南沿海， 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展
开机降、潜水、攀岩等训练课目，在恶劣
环境下锤炼官兵实战能力；深山密林，火
箭军某旅官兵驾驭长剑战车实施夜间全
流程综合演练， 破解夜训夜战条件下新
型导弹火力突击难题；异国他乡，我国首
批维和直升机分队在苏丹达尔富尔通过
联合国航空装备核查……

被中央军委授予“践行强军目标模
范艇”荣誉称号的海军372潜艇官兵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矢志强军
的强劲动力， 决心把部队锻造成一柄令
敌人胆寒的深海利剑。“对我们来说，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是要把基础
训练抓得牢之又牢。”看到艇队官兵面对
即将来临的全训考核信心十足， 艇政委
楼擎云十分欣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军和武警部
队广大官兵们发出铮铮誓言： 牢固树立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全面提
高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锻造召
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精兵劲
旅， 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因伤无缘新一期国家队名单

郑智推迟
“百场里程碑”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亮）为
备战11月初对阵塞尔维亚和哥伦比亚队
的两场友谊赛， 国足今天公布了最新一
期23人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队老将郑智
因伤落选。 目前在国家队出场98次的郑
智， 也因此遗憾错失了达成“百场里程
碑”的机会。

11月国足有两场友谊赛， 对手分别
是塞尔维亚和哥伦比亚队。 这两场比赛
是国足无缘2018年世界杯后的首次亮
相。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郑智在9月的一
场中超比赛中受伤， 缺席了10月份的比
赛，最终落选本次集训大名单。不过东亚
四强赛将于12月进行， 郑智仍有机会达
成自己在国家队的“百场里程碑”。

这份名单当中，广州恒大有冯潇霆、
张琳芃、郜林、曾诚、于汉超和李学鹏6人
入选。紧随其后的是上海上港队，他们有
5人入选，分别是武磊、颜骏凌、王燊超、
贺惯和傅欢。 本期国足平均年龄是28.2
岁，并不年轻。上海上港队的贺惯和河北
华夏幸福队的赵宇豪首次入选国足，两
人均是24岁。

下期奖池：4236702290.25（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98 0 9 9
排列 5 17298 0 9 9 6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28 09 11 13 18 33 02+0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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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

3

2

10000000 30000000

120000006000000

�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周倜
王亮）2017年全国体操冠军赛今天在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运馆打响。 率先

进行的男子资格赛中， 湖南队新星谭迪
发挥出色，在双杠、单杠以及鞍马项目分
别拿到两个第一、一个第二。

本次全国冠军赛设个人全能以及
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高低杠、平
衡木等14个项目，来自全国的22支代表
队、136名运动员参赛。 根据竞赛规程，
资格赛全能排名前24名、 单项前8名的
运动员晋级决赛。

今天率先进行男子资格赛的角逐，
湖南队派出屈瑞阳、谭迪、杨家兴、李宜、
龙翔、张博恒、王梓舟7名选手。在全运会
单杠项目上夺银的95后小将谭迪再次让
人眼前一亮： 他在双杠项目拿到15.400
分，位列第一，单杠和鞍马分别排名第一
和第二， 轻松拿到3个决赛资格。“全运会
获得银牌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我感觉自己愈战愈勇了。”他还告诉记者，
在国家体操管理中心的新政策下， 尚未
正式入选国家队的他将与屈瑞阳等国家
队选手出征11月23日在德国举行的体操
世界杯。“这是一种信任， 也是一份鼓励，
我会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

其他项目， 我省选手杨家兴以
81.800分拿到全能第一名，老将屈瑞阳
以14.525分排名跳马第三。

女子资格赛将于2日进行。 个人全
能、单项决赛的比赛时间是3日至5日。

全国体操冠军赛男子资格赛

湖南小将表现出色

� � � �图为湖南队运动员谭迪正在进行单杠比赛。 傅聪 摄

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阔步迈向世界一流军队

———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综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引起热烈反响

� � �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带领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
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
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在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用深刻
话语和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
率，指引大家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
的力量，在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作出贡献
的同时书写好自己的人生篇章。

不忘初心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

时的路

上海兴业路76号， 中共一大会址大
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纪念馆一层序厅，
巨幅党旗如鲜血浸染。

日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

“总书记的领誓让人心潮澎湃，总书
记的教诲更是振聋发聩。”纪念馆馆长张
黎明说，“誓词中浸润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理想信念。牢记誓词、不忘初心，坚守信
仰、坚定理想，我们就能牢牢占据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 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
制高点。这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也必将
成为全党上下的自觉遵循。”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
察， 专程到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
遵义会议陈列馆。

“总书记说，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
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陈列馆管
理所所长周芸竹回忆起2年前的情景依
然十分激动，“我理解， 总书记在瞻仰中
共一大会址时强调不忘初心， 就是要求
我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艰难历程， 遇到再
大的困难，也要坚定信心、百折不挠，不
畏艰难、永远向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5年前，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 首次国内考察就来到改革开放
的前沿深圳， 向莲花山公园山顶伫立的
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传递出我们党为
了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勇于变革、 勇于
创新的不变初心。

5年来，深圳在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
同时，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从一片滩涂到高楼林立的创新高
地，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谈起5年来

“特区中的特区” 前海的变化感慨万千：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勇于变革、勇于创
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我们要按照总
书记的要求， 不断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
谱写出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牢记使命
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穿越革命年代、建设时期，跋涉一段
段改革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迈入

意气风发的新时代。
“这5年是幸福感最强的5年。”宁夏

石嘴山市惠农区中街街道办事处主任王
津从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的消
息，对“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感触
最深，“96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值得我们
每个人骄傲和自豪。”

深秋时节， 江西省吉安县沉浸在一
片喜悦中。 国务院扶贫办1日正式宣布，
吉安县等26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吉安县委书记李克坚说，“我们要向党中
央看齐，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不断带领人民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担当。
辽宁鞍钢齐大山铁矿露天采场，53

岁的修路工人高森山的安全帽在晨曦中
闪耀着光辉。

“这些年企业收入稳中有升，不少职
工买了楼房、开上了轿车。”高森山说，“十
九大提出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相信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永远奋斗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

下团结一心、苦干实干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

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 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一步一个
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始
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
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总书记就带领
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一大会址， 从我们
党诞生的地方寻找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我们要从中体会党中央的深意，学习好、领
会好十九大精神， 把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十九大代表、四川省蒲
江县两河村党支部书记姚庆英连日来认真
学习十九大报告，已写下14页心得体会。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
长盛不衰、枝繁叶茂的根本原因。

四川省雅安市坪阳村党支部书记王
志伟说：“总书记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定牢记党的
宗旨，用诚心和爱心对待群众，带领村民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嘉兴南湖是我们党启航、凝聚、升
华‘红船精神’的地方。”南湖革命纪念馆
馆长张宪义说，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
政治局常委来南湖瞻仰红船， 再一次深
刻阐述了“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
精神，令广大党员深受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