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贺志平 王晗)
昨天，长沙市委统战部、长沙市工商联组
织召开民营企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暨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

会议邀请十九大代表、 中联重科党
委书记、 董事长詹纯新作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辅导报告。 会上， 盐津铺子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 长沙黄金
创业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科等5位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讲述了他们创新创
业中的感人故事， 畅谈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要做一名有信
念、善作为、敢创新的青年民营企业家。”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总裁马
晓表示，要不断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
服务人民，回报社会，振兴国家。 大家纷
纷表示， 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正在开
启， 要在实现中国梦中挑重担、 显担
当。

非公有制经济是长沙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据介绍，今年前三季度，长沙市
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增加值4729亿元，同
比增长8.5%,占全市GDP63.2%。 目前，长
沙市个体工商户237294户、 私营企业
504942户，与去年同比分别增长22.4%和
25.9%。

长沙市召开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
理想信念报告会

�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马罗莎）湘潭
市委成立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今天起赴各县市区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湘潭市委宣讲团动员
会上获悉，湘潭市委宣讲团由29位党政领导干部和专家学
者组成，其中市委常委集体参加市委宣讲团，带头宣讲十
九大精神。

据了解， 宣讲内容将围绕党的十九大主题与主要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5年来党和
国家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8个方面展开。

按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湘潭市委相关要求，宣讲活动
将以“1+1宣讲”方式进行，即一场集中报告会和一次深入基
层交流座谈会， 加强分层分类指导， 确保整个宣讲活动有计
划、有步骤推进。

湘潭市委常委
带头宣讲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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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石月）“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什么？ ”“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有哪些……”满满8页的考卷，题型丰
富，既有客观判断题、单选和多选题，也有简答、论述题。 11
月6日，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党的十九
大精神考试。 集团全体班子成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70
余人参加了学习和考试。通过近两个小时的考试，参考人员
表示，以考促学有助于对重点要点进行梳理，也有助于对报
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学深悟透，落实
到工作中去。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湘江集团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把大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员。该
集团负责人表示，要把学习大会精神转变为建设发展动力，狠
抓工作落实，赶超项目进度，促进集团公司转型创新发展；要将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为集团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中美）11月7日至8日，岳阳市委
组织部在市委党校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提高党代表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
159名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十九大代表、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市第七次党代会代
表，参加了为期2天的封闭式集中培训。岳
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要求党代
表充分利用工作在一线的优势，认真当好
十九大精神的“宣传员”和“传播者”。

此次培训班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十九大代表邓伟分享了参加
十九大的见闻和感悟； 市委党校教授根据
一线党代表的特点， 宣讲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修订的党章、党

内有关法规等方面的内容。 期间，一线党代
表深入岳阳综合保税区、 湖南城陵矶新港
区、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等“四大会战”现场
进行了实地考察。

培训中， 党代表们结合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自身履职经历， 撰写了书
面材料谈体会。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副总经理白军
宏表示， 培训学习受益匪浅， 将主动宣
传、主动实践，带动港务集团职工群众以
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加快推进岳阳城陵
矶港的枢纽港建设， 让湖南外向型企业
能够更好更快走向世界。

目前， 经过培训的党代表已回到基
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湘江集团以考促学岳阳集训基层一线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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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姚跃初

南县至益阳的高速公路（简称“南益
高速”）， 是第一条洞庭湖腹地的高速公
路，它的建成将打通湘北的经济命脉。 从
2015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南益高速第6合
同段一班人马就驻扎在沅江市草尾镇洞
庭湖边， 开始了全省在建的单体跨度最
大斜拉桥———南洞庭大桥的建设。

11月9日上午， 第6合同段建筑工地
上迎来了党的十九大代表、 省交通水利
建设集团湖南路桥长江分公司工程管理
部部长兼佛山市南庄大道提升工程项目

经理龙秋亮。 湖边三艘大吨位船舶轰鸣，
一辆辆大卡车穿梭不息， 龙秋亮的宣讲
就在这样一派繁忙的工地上开始了。

“参加党的十九大， 让我充满自豪
感， 这种自豪来自我是一名路桥建设工
人， 曾经和工友们用汗水铸造了一个个
工程奇迹。 ”宣讲中，龙秋亮分享了自己
参与高速公路建设的故事。 他说：“我们
身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作为
一名新时代新型产业工人， 我将时刻提
醒自己， 做一名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追求
者和引领者， 积极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他的宣讲

犹如焊花，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激情。
初冬时节， 昼夜温差大。 清晨， 洞

庭湖面形成了浓浓的水雾， 早上6点半，
28岁的祁伟强就带领着20多名工人， 爬
上了已浇筑至115米高的35＃索塔。 站
在索塔上， 距离450米处的36＃索塔也
被水雾环绕， 若隐若现。 祁伟强说： 他
们是洞庭湖边每天站在最高处迎接新的
一天的人。 经历过酷暑， 现在即将迎来
寒冬， 这样的苦日子不是常人可以忍受
的。 听了龙秋亮代表的宣讲后， 感觉迎
来了劳动者被尊重、 劳动被尊重的新时
代， 只有不计得失， 不惧艰苦， 按质按
时完成项目工程， 才不愧于这个时代的

关心和温暖。
近两年来， 第6合同段项目经理、有

着首届“湖南高速工匠”之称的夏雨成每
天都习惯性地注视着索塔，从湖底100多
米处拔地而起，如今每天以0.8米的速度
慢慢“长高”，夏雨成激动地说，党的十九
大精神激励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继续创
造新辉煌。

听完宣讲后， 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周雄飞表示，党的
十九大给国有企业提振了信心， 指明了
方向。 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将“十指握成
拳”聚合力量，在新思想的引领下，不断
拓展广阔发展空间。

党代表龙秋亮项目工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激发新时代建设者的蓬勃力量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