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这一主
题，进行集体学习讨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以中
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为标杆， 高质量开好省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引领示范全省上下
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 持之以
恒反“四风”、改作风，以湖南改革发展的实绩
检验学习贯彻的实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参加学习。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
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参加学习。

会上，省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交流了学

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语重心长、发人深
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全局性、指导性和针
对性， 是指导我们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的“及时雨”。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反复学、
深入学，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杜家毫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做
到态度非常鲜明、立场非常坚定、行动非常自
觉。要自觉站在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做决策、
抓工作，格局要大、胸襟要宽、眼界要远，善于
观大势、明大局、抓大事，始终把对党忠诚、为
党分忧、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提高政
治站位是具体的，关键看行动。要把湖南的工
作时刻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

的指示要求对标对表，校准政治坐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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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家毫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上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洞庭湖生态
环境治理、脱贫攻坚、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重
点工作，科学谋划今年经济工作，有序推进省
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实现了
良好开局。 推动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
湖南落地落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主题和主要任务， 省委常委同志要带头担
当实干，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学习之风，
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的
山芋，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
劲、常抓的韧劲，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
实，奋力开创湖南各项事业新局面。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
员 黄姿） 记者今天从长沙经开区管委会获
悉，2017年， 园区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实

现产值1011.6亿元，增长42.3%，成为园区首
个千亿产业集群。 园区也成为全省最大汽车
产业园区， 其中， 整车生产企业实现产值

789.6亿元，增长46.7%；零部件生产企业实现
产值222亿元，增长28.5%。

去年，长沙经开区内广汽三菱欧蓝德、上
汽大众斯柯达柯迪亚克、长丰猎豹CS9� EV、
广汽三菱“祺智”、众泰君马S70等车型相继
投产或达产，汽车整车产能超过100万辆。上
汽大众、广汽三菱、广汽菲克、长丰集团4家企
业产值过100亿元。 荩荩（下转3版②）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十一月廿四
第24681号

10
2018年1月

星期三

今日12版

2版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午，
我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情况通
报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主持会议并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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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飞、
韩永文等出席。

杜家毫指出， 党的十九大后中央政治局
召开的首次民主生活会，体现了高标准、严要
求，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为全党树立了榜
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
话，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提供
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为高质量
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杜家毫强调， 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 坚决与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的思想言行作斗争。 要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
践行者，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同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提出的“三个着力”等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 学而思、 学而
悟，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转化为破解难
题、补齐短板、狠抓落实的方法钥匙，转化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实际成效。

杜家毫强调，要持之以恒反“四风”、转作
风， 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
精神以及省委的实施办法， 认真查摆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突出问题和基本成
因，下“猛药”、治重疴、祛顽疾，坚决铲除“四
风”滋生蔓延的土壤。要狠抓工作落实，抓住
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紧抓不放、一抓到底；
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
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以贯
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加强党性锻
炼、实践历练和作风锤炼，做到信念过硬、政
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以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为标杆，紧扣主题、联
系实际，认真开好全省县以上党委（党组）班
子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
想和行动自觉， 更好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湖南落实落地。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周仁）1月8日至9日，省军区党委十四
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军区
领导黄跃进、冯毅、郭辑山、喻军、许凤元出
席会议。

会议强调，2018年是国防和军队改革
向纵深推进、全面实现转型重塑之年。省军
区要围绕有效履行新职能新使命，首抓政治
建设，聚焦备战打仗，继续深化改革，扎实推
动集中统一与安全稳定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确保省军区各项建设和湖南人民武装工作
显现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

省军区党委副书记黄跃进代表省军区
党委常委作工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抓好

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
引领导向，坚决贯彻上级决策部署，推动后
续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要聚焦能打仗打胜
仗，抓实抓好战备训练，着眼完善国防动员
体系，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

省军区党委书记冯毅强调，各级党委领
导要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奋斗的状态姿态，扎实推
进年度工作落实。要从全面贯彻新年度工作
指导中展现新的作为， 聚焦练兵备战不偏
移，坚持深化改革不彷徨，落实全面从严不
放松。

会议表彰了2017年度省军区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李光

隆冬时节，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
寨乡楠木桥村暖意浓浓。

村民将刚收的萝卜切成片，晾晒在房前
屋后，做成萝卜干；赶早的人家，已经开始熏
制腊肉……

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的扶贫联
点村， 楠木桥村的村容村貌在一天天变好，
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村民的脸上。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年度战役，兑现对
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2017年2月18日，在
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上，许达哲向全省发出
了动员令。

经过一年攻坚克难，全省贫困村跟楠木
桥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庄严承诺：不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2017年12月27日， 在楠木桥村2000亩
扶贫产业园，记者看到，连绵的山坡上，猕猴
桃长势良好，10多名工人正在修枝、 除草、
施肥。贫困户吴让清也在其中，他手脚麻利，
干得卖力。

“干一天100元，还包吃住。”吴让清说，

有这样的好事做，还能不卖力？
天上不会掉馅饼，好事情来源于好项目。
楠木桥村是典型的边远山区村，2016

年全村657户居民中尚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29户，没有产业支撑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发展产业，仅凭村里的力量显然不够。
“政府部门是我们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2016年12月18日下午， 许达哲来到楠木桥
村，为当地基层党员讲党课，村支书谭泽勇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谭泽勇说，上党课之前，许达哲察看了
村里的集体经济项目， 走访慰问了贫困户，
他向村民承诺： 必须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不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牵挂有多深，行动就有多实。
2017年， 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交通、水

利、科技、旅游等部门，成立“智囊团”赴楠木
桥村为该村脱贫攻坚把脉“支招”。

这一年，楠木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色水果产业园全面升级，开发出黄桃、
猕猴桃等18个产业项目， 全村所有贫困户
以小额信贷或产业扶助资金入股， 预计
2018年特色水果产业园将实现利润380万
元以上。

荩荩（下转3版③）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 白洁 许
可 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
致同意，秉承友好传统，推动紧密持久的中
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 马克龙总统是2018年第
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也是中共十九大后到
访中国的第一位欧洲国家元首。中法关系具
有独特历史和丰富内涵。近年来，中法关系
持续高水平发展， 更加成熟稳定和富有活
力。两国关系正处在新起点上。中方愿同法
方增进交往，深化互信和合作，为中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推动新时期中法关系更好
更快发展，双方要开展密切、深入的沟通交
流。要发挥好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
领作用，支持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军队
等各部门、各层级加强往来，并充分发挥两国
间各类对话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 要切实照
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
确保中法关系始终沿着正确道路稳步发展。
双方要大力深化核能、 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
战略合作；不断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加快推
动农业食品、医疗卫生、城市可持续发展、绿
色制造、金融等新兴领域合作；继续推动“中
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全方位
对接，加强创新合作，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更好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
发展。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新机遇，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务实合作，共同促
进亚欧大陆繁荣。 要调动更多力量积极参与
中法合作，推动地方合作不断做实做深。要扎
实推进人文交流，推进各领域长效合作和机
制建设， 以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和巴黎
2024年夏季奥运会为契机， 深化两国体育
合作，加强旅游、青年等领域交往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和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应该
共同履行好两国肩负的特殊责任，全方位加
强国际合作。双方要共同坚持和维护多边主
义，加强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
下合作，携手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坚持通过对话和平
解决争端，积极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
等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龙表示， 很高兴2018年首次出访
来到中国，并成为中共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
欧盟国家元首，这充分体现着法中关系对双
方的重要性。法中关系意义重大。我们两国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集体
安全负有重要责任。双方在多边事务中理念
相通，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在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全球化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开展
了良好合作。法方重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增进两国合作，认为这极具战略意义。希望
通过此访，双方建立起高层和各领域更密切
的沟通对话， 强化两国经济联系和航空航
天、核能等重要领域合作，增进教育和文化
交流，共同谱写法中合作新篇章。当前，欧盟
正面临新的发展，法国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
化，愿继续同欧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互利
合作，携手推进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
四大伙伴关系建设，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欢迎欧方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荩荩（下转3版①）

我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精神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出席

习近平同马克龙
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紧密持久
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雪后日出 江山如画 � � � � 1月9日清晨，张家界武陵源黄石寨风景区雪后放晴，在蓝天的映衬下，银装素裹的层峦叠
嶂构成一幅美丽壮观的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立下移山志 奋进攻坚路

聚焦备战打仗 继续深化改革
省军区党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长沙经开区产值突破千亿元
成全省最大汽车产业园区

杜家毫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许达哲乌兰参加学习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湖湘文化浸润成就了秋瑾
■今日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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