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新矛盾，赢得新发展
———“拥抱新时代 建设新湖南”系列评论之四

湖南日报评论员

历史 ，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 ，不同的
历史阶段，交织着不同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
同志曾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

进入新时代 ，党中央审时度势 ，作出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
从“物质文化需要”提升到“美好生活需

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转换到“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主要矛盾之变折射
时代之变。从需求端来说 ，我国已稳定解决
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的需要已经不仅
仅是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的生活，是对更高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
参与感的需要。从供给端来说 ，我国很多产

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世界前列 ， 再用
“落后的社会生产”来形容已经不符合事实，
以此来制订政策会带来严重偏差。

矛盾就是问题 ， 问题就是导向 。“新矛
盾”保持了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清醒认
识。具体到湖南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的问题仍然凸显，发展不足、发展不优、发展
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尚未根本改变。

荩荩（下转4版）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贺佳 贺威）
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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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结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出席结业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并
讲话，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在结业式上作总结讲
话，省领导陈向群、黄关春、黄兰香、蔡振红、
胡衡华、谢建辉、韩永文等出席。

3天时间，全体学员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
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既学报告原文，又听辅导讲座，既个人自
学，又相互交流，学习培训成效明显。大家表示，
回去后，一定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加快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许达哲在主持时说，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关键是要不忘初心，担负起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紧跟核心，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赢得民心，保证三湘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

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要把握新时代的新特
点，肩负新使命，瞄准新目标，按照新要求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许达哲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最终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发展业绩上。当前，
各市州各部门要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
项，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要更加注
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
活力、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财政收入质
量、 降低非税收入占比， 提高研发投入的强
度、降低投资拉动的依赖，走创新驱动、开放
发展、质量强省的转型升级之路。要坚决完成
脱贫攻坚年度任务，以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
重点工程”、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抓
好环境治理，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
范政府性债务风险， 加快推进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的各项改革， 做好年终盘点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同时，精心谋划
好明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 思路和

举措， 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成效。

乌兰指出，这次集中轮训行动迅速、组织
周密，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纪律严明、学风优
良。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在学
懂弄通上狠下功夫；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抓，在
宣传宣讲上狠下功夫；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干，
在抓好落实上狠下功夫。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最根本的是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中彰显新作为。 各级领导干部要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湖
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结业式上， 8位学员代表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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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越南岘港11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应邀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抓住
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
主旨演讲， 强调世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史
进程之中，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
化。我们必须顺应大势，勇于担当，共同开辟
亚太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

当地时间下午2时15分许， 甫抵岘港的
习近平来到阿里亚纳会展中心。 在热烈的掌
声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新
的起点。 世界正面临增长动能、 全球发展方
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
刻转变。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大的板块，也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 我们要洞察世
界经济发展趋势，找准方位，把握规律，果敢
应对世界经济的深刻转变。

第一，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
现互利共赢。我们要努力打造平等协商、广泛
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合力构建开
放型亚太经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引领全球价
值链重塑；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开放的区
域主义； 全面深入落实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进程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
易区北京路线图》，向着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的目标不断迈进。

第二，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
能。我们要加大创新投入，转变发展方式，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消
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市
场活力；落实好北京会议《经济创新发展、改
革与增长共识》， 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合
作，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方向。

第三， 继续加强互联互通， 实现联动发

展。 我们要以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
指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亚太互
联互通网络， 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对实体经济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形成协调联动发展的格
局。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
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

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协同联
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倡议源自中国，
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

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
第四，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

共享发展成果。 我们要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深入推进，做大开放普惠的市场，做强利益
共享的链条；把包容共享理念融入发展战略，
努力健全讲求效率、注重公平的体制机制，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加大对
弱势群体扶持力度， 增强劳动者适应产业变
革的能力，让人人拥有机遇，享有成果！

习近平强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深知自身肩负的责任。过去5年，我们主动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保持经济稳中向好、 稳中有
进，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源。我们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们全方位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释放
增长新动能。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努力提升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水
平。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过去5
年，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这一成果来
之不易，我们为之感到自豪。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中共十九大在北京
胜利召开。大会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和发展蓝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将开启新征程。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
发展活力的新征程。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的领域将更广、举措
将更多、力度将更强。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方式的新征程。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这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
型经济的新征程。 我们将深入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政策， 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
网络。 荩荩（下转2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顺应大势 勇于担当 共同开辟亚太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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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杜家毫出席结业式 许达哲主持 李微微出席 乌兰作总结讲话

11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邀出席在越南
岘港举行的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并发表
题为《抓住世界
经济 转 型 机 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
展》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贺佳 周帙恒
贺威 孙敏坚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作为奋斗在
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接续奋斗。”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

……
连日来，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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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的学员通过聆听专题讲座、 分组研讨、
开展自学等方式，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大家表示，一定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三湘大地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好
历史的接力棒， 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大会
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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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这不仅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的问题， 而且回答了以什么样的精神状
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
的奋斗目标的问题。” 学员们在讨论中认
为，在这一主题中，不忘初心是具有统领

功能的灵魂主线。不忘初心，方知使命，方
能担当，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
何做到“不忘初心”？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
说，对党员干部而言，要靠良心、忠心、信
心、恒心作支撑。必须讲良心，信守诺言、
信守誓言，心存感恩、心存敬畏；必须赤胆
忠心，强化“四个意识”，对党绝对忠诚；必
须坚定信心， 信心来源于信念和信仰，信
心来源于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保持
恒心，坚守出发时的目标，为实现目标不
懈奋斗。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质
颖说，学习十九大报告，就是要学出一份
忠诚，具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忠诚初心，才会有不断前进的
根本动力；学出一份境界，准确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和丰富内涵，积极投身“四个伟大”的实
践之中；学出一份担当，深刻认识到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准确把握当前社会
主要矛盾，以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一往
无前地去奉献；学出一份务实，立足本职
岗位，在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中作出新
贡献。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说， 不忘初心，要
明确“从哪里来”，从党的一大会址出发，
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目标出发，从
入党誓词出发，寻找初心、树牢初心；把握

“为了谁干”， 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回答“到哪儿去”，为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

荩荩（下转7版）

始终不忘信仰之心
为民之心奋斗之心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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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综述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会见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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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