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浙
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
信，勉励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
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努力建
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很高兴收到你们
的来信。15年前到你们村的情景我都记得，
我一直惦记着乡亲们。这些年，村党组织团
结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发展红色旅游，利
用绿色资源，壮大特色农业，把村子建设成

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乡亲们生活
不断得到改善，我感到十分欣慰。

习近平指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
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
伍必须过硬。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同乡亲
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结合自身
实际， 发挥自身优势， 努力建设富裕、文
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
来越红火。

荩荩（下转2版③）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刘文韬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在长沙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杨维刚、
王柯敏、向力力、叶红专、周农，秘书长胡伯俊

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桂英、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了有关人事任免案。
杜家毫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人员颁

发了任命书。 荩荩（下转3版②）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刘文韬 贺佳
周帙恒）2月28日至3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
组织在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集中学
习，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宪法和
有关法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强调，全体代表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忠实
履职、严守纪律，确保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光荣任务，以实际行动展示良好“湖南
形象”。 荩荩（下转3版③）

�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杨维刚、王

柯敏、向力力、叶红专、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

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桂英、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10位拟任人员的任职前发言。

�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 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 切实增强改革
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 确保党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在湖南落实落地。

会上，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省委副书记乌兰分别传达了十九届三中全会
有关精神。 省级领导干部和中央第八巡视组
负责同志出席。

杜家毫说，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运筹帷幄， 团结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励
精图治，开局起步蹄疾步稳，各项工作开创新
局，以实际行动体现了“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更要有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三中

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 既是
对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全面梳理， 也为
做好地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
觉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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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只争朝夕、时不我
待的奋斗精神， 扎实推进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在湖南落实落地。 荩荩（下转3版①）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共中央2月6日
和28日分别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
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中共中央拟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
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推荐的
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向各民
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党和国家机构
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支撑。党和国家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
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
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
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 这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 机构改革是
一个过程， 不会一蹴而就， 也不会一劳永
逸，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习近平强调， 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从5个大的方面进行了部署。一是健
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强化党

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更好发
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
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二是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
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
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提
高行政效率。三是完善党政机构布局，深化
人大政协司法机构改革， 深化群团组织改
革，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四是赋予省级及以
下机构更多自主权，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
管理体制， 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
管理体制。五是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强
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约束， 严格机构编制
管理权限和程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内容，
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关系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关系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性
和紧迫性的认识、对改革方案的研究谋划，
都要放到时代背景下、 站在更高层次上来
把握。

荩荩（下转2版②）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共中央1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周恩来同志
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今天，我们可以
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 近代
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周恩来同志生前
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
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讲话全文见2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座谈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
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
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
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
民心中， 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
义的人们心中。

习近平指出，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
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
生、 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
动缩影， 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
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
的一个生动缩影。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
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 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
的， 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习近平强调，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
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 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
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
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
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 始终闪耀着火热的
光芒。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
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
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实现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

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
习，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定执行党的
政治路线，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 永葆共产党人
政治本色。

习近平强调，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
政为民的杰出楷模。“人民总理爱人民， 人民
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
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我们党来自人
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
会失去生命力。 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
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

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
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我们党要始终成为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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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举行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 � �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
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回信勉励
浙江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

同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
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
反腐倡廉的生动实践

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乌兰作传达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在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进行集中学习

杜家毫要求，牢记使命、忠实履职，
以实际行动展示良好“湖南形象”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杜家毫主持会议

3月1日，中共
中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纪念
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出席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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