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新思想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拥抱新时代 建设新湖南”系列评论之二

湖南日报评论员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乐于倾听时代的声
音，善于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是我们的“重大时代课题”，也
是当代共产党人面对的时代之问。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秉承让无数先烈为之奋斗
的“初心”、无数民众为之感动的 “使命 ”，
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形成了伟大的“时代
之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 这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历史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棒完
美“接力”。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是三湘儿
女共同的美好愿景；也是湖南干部群众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当历史

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全新的时代款款到
来，我们不能“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
梁”，而是要与时俱进，善于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观察时代，武
装头脑 ， 主动把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放在决胜全面小康 、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
野中来科学擘画，强力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新在哪儿？“八个明确” 的鲜活内容，深
刻揭示了这一新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 。比如总任务 ，在 “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基础上，增加了“美丽”二字，强化了新
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把2020年后的
总任务进一步分解到两个15年 ， 承前启
后、接续实现，对湖南的未来规划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比如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
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求”
发展到 “美好生活需求”，“落后的社会生
产”演进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为我
们分析形势、精准发力提供了根本坐标。

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 “十四

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这既是过去五年的
成功之道，也是新时代开创新业绩的重要
法宝。比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抓手”。在今年历
史罕见的特大洪灾中，我省之所以能够经
受住严峻考验，就在于各级党组织的坚强
有力。又比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这绝
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鲜明的价
值取向。“政策好不好，要看老百姓是哭还
是笑”。我们不但要善于盖高楼 、建机场 、
修高速，搞大项目、大建设，更要善于搞微
建设、微服务，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再比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我们之前重视“长个子”发展经济，
现在要更加注重 “长精神 ”。还比如 “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过去我们既有“不到
潇湘岂有诗”的美誉，也有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的切肤之痛。

思想有多远， 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
对于行进在新湖南建设路上的湖湘儿女
而言， 一定要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做好结合文
章，真正让新思想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肖首雄）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前三季
度， 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987.57亿元，同比增长12%，增幅高于全国平
均增幅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
分点，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构成产业的三大行业中，文化制造业引领
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5%， 达到2303.8
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营收比重达77.1%；文化
批零业、文化服务业分别实现营收249.94亿元、
433.83亿元。

荩荩（下转2版②）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致信祝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成立80周年， 向全国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记协加强新闻
队伍建设，拓展对外新闻交流，引领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
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
伟大胜利凝聚了强大舆论力量、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希望中国记协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深化
改革，开拓创新，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
好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真正建设成为“记者之
家”。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
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
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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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荩荩（下转2版①）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
特朗普8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特朗普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共
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方接待的第一起国事访问。除了全套国事
活动，中方还将安排两国元首进行小范围、非正式互动。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
题再次进行战略性沟通，在海湖庄园会晤、汉堡会晤基础上达
成新的重要共识，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
与合作，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描绘蓝图。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8日
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
观故宫博物院。两国元首夫妇在故宫宝蕴楼茶叙，共同参观故
宫前三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文物展，并欣赏京剧
表演。

季秋时节，故宫红垣溢彩，黄瓦流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故宫宝蕴楼迎接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两国元首夫妇互致
问候，亲切寒暄，共同步入宝蕴楼落座茶叙。

宝蕴楼内茗香满室，乐音绕梁，人文渊薮。习近平热烈欢迎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1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感谢特
朗普全家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的热情接待， 祝特朗普夫妇在中
国访问愉快。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意义重大，不仅为中美
两国高度关注， 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
力下，这次访问将取得积极和重要成果。习近平应询向特朗
普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
重要成果。

特朗普感谢中方对他此次访华作出的周到安排，祝贺中共
十九大圆满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称赞中国
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期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成功。

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故宫的历史，指出故宫是了解中国
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随后，习近平夫妇陪同特朗普夫妇
前往前三殿参观。两国元首夫妇经内金水桥，穿过太和门，在恢
弘庄重的太和殿广场合影。两国元首夫妇沿故宫中轴线，依次
参观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体会着三大殿中文名称中蕴含
的“和”的中国文化传统。特朗普惊叹故宫建筑群的蔚为壮观，
不时兴趣盎然地驻足凝望，仔细品味着朱墙黄瓦、雕梁画栋，更
对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深表赞叹。

参观完前三殿后，两国元首夫妇来到故宫文物医院，先后
观赏了钟表、木器、金属器、陶瓷、纺织品、书画等文物修复技
艺展示，现场参与书画修复体验，并共同观看了珍品文物展。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美两国在文物修复方面开展的广泛、深
入合作。

红日衔山，华灯初上，两国元首夫妇转入畅音阁，沿途欣赏
景泰蓝工艺精品和制作技艺展示并“点蓝”互动，共同欣赏京剧
《梨园春苗》《美猴王》《贵妃醉酒》三个精彩剧目。来宾们阵阵掌
声和声声喝彩不绝于耳。

参观交流期间，两国元首还就治国理政及中美关系等共同
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 全省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第一期集中轮训班在省731基
地开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在开班式上作动员讲话。他强调，要学深悟
透、真信真用，重点抓好“三个结合”，推动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扎
根、在工作中体现、在实践中见效。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出席。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傅奎、黄关春、
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
黄跃进、韩永文等出席。

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
重点抓好“三个结合”

杜家毫指出，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懂是前提，弄通是纽带，做实是根本。
我们要从湖南实际出发， 以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重点抓好“三个结合”，有力有序推
动十九大精神在湖南落地落实。 要与加强
以政治建设为统揽的党的建设相结合，始
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对党绝对忠
诚，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
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进
一步加强思想建设，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
力观、事业观，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杜家毫强调， 要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作出的“一带一部”“三个着
力”等重要指示要求相结合，把十九大提出
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与习近平总
书记对湖南“一带一部”的定位对接起来，
更加自觉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
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深刻把握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全面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牵引，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真正让
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杜家毫强调， 要与贯彻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相结合， 自觉践行新发展理
念，切实摆脱思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
赖，全面对标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
把省党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和重大举
措纳入其中，找准切入口和发力点，加强战
略对接、规划对接和工作部署对接，细化成
可落实、可检查、可考核的阶段性任务，抓
紧抓实、抓出成效。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
要领导同志要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 人民群众关注的
热点、深化改革攻坚的痛点，察实情、出实
招、干实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钉
钉子精神狠抓工作落实。

杜家毫说， 领导干部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骨干力量，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要有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要端正学习态度，发
扬优良学风，严格纪律要求，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中去，真正让深入系统学习的过程，

成为保持理论清醒、增强政治定力、拓展思
维视野、提高综合素质的过程，成为理论联
系实际，不断提高工作原则性、系统性、预
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
党员干部头脑中扎根、在工作中体现、在实
践中见效。

始终不忘信仰之心、为民之心、
奋斗之心、敬畏之心

开班式后，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金一南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
党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源泉》为题，紧紧围绕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初心使命的
社会历史来源、 新时代坚持初心使命面临
的严峻考验、关键性保障”等重大问题，为
全体与会人员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专题辅
导报告。

杜家毫在主持报告会时说， 作为奋斗
在湖南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共产党人， 我们
必须始终不忘信仰之心， 铭记党的光辉历
史和奋斗历程，传承共产党人的光荣梦想，
接好历史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始终不忘为民之心， 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全省人民共享幸福
生活；始终不忘奋斗之心，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不断续写
新辉煌；始终不忘敬畏之心，走好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的赶考路， 永葆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本色。

开班式上，在杜家毫的领誓下，全体党
员领导同志面对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

各市州党政正职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参加集中轮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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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杜家毫在全省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第一期集中轮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十九大精神要在头脑中扎根
工作中体现实践中见效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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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强调

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记录伟大时代唱响奋进凯歌

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前三季度营收逼近3000亿元，同比增长12%，增幅

高于全国平均0.6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杨韬）今天，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党的
十九大代表、 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颜晓东
中将率宣讲团一行来到长沙， 为武警湖南
总队官兵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激励部队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传承好红色基因，担当起强军重任。
武警湖南总队政委蒋建宇主持宣讲报告
会，司令员李明辉出席。

报告会上， 颜晓东分“大会盛况、大
会主要精神、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
神”3个部分作了宣讲辅导， 强调武警部

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重点
把握以下问题：一要深刻认识过去5年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更加坚定自觉地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
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二要深入学习
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牢固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
导地位； 三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和战略部署，
积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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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晓东来湘宣讲十九大精神时指出

奋力推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杭溪河入湖河口湿地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11月8日，资兴市兴宁镇杭溪河入湖河口湿地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该项目是资兴市
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项目，通过实施洲滩湿地和湖滨缓冲带湿地恢复，在入湖口周边实施消
落带治理，生态护坡，恢复鸟类栖息、鱼类索饵场所，营造湿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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