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0日凌晨，巴基斯坦拉合尔华人志愿者迎接“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
访问团”。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宏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会议将审
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审

议、审查7件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人事任
免案等议案， 传达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精神。

荩荩（下转2版⑤）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姜蔚

“欢迎祖国亲人！”伊斯兰堡时间3月30日3时40分，来自中国各
地40余人组成的“中国援巴烈属及老兵访问团”，飞抵巴基斯坦伊斯
兰共和国拉合尔市， 当地华人志愿者拉起数条横幅倾情欢迎祖国
“飞”来的同胞。

半个世纪前，近2万名中国子弟兵参与修筑喀喇昆仑公路。13年
间，中国共有168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88位长眠在巴基斯坦吉尔
吉特中国烈士陵园。

岁月如梭。由于山河阻隔、家庭困难，援巴老兵及烈属难能出国
扫墓，这是他们多少年来的隐痛。为了帮他们圆梦，中巴友谊传播有
限公司、湖南日报社和中国路桥巴基斯坦办事处等，组织了“中国援
巴烈属及老兵访问团”，赴巴基斯坦中国烈士陵园祭奠英烈。这是他
们40多年来首次异国寻亲和圆梦之旅。 荩荩（下转4版）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做好信访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开展“深入贫困地区解
决群众问题”专题调研。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和
毅力，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
贯彻落实。 要加强和改善各级党委对全面深
化改革的统筹领导，对标中央做法，及时健全
完善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科学领导和决策、有
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 提高组织协调全
面深化改革的能力。 要坚持深化机构改革与
各领域改革统筹推进，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

心谋划推动我省机构改革， 既以机构改革为
契机推进各领域改革， 又在深化各领域改革
中优化机构职责配置。要主动对标、及时跟进
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结合湖南实际不折不
扣执行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用心用情做好信访
工作。要按照注重源头预防、夯实基层基础、
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化解机制等要求，扎实开
展信访问题的排查、化解和督查，打造阳光信
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要加强党对信访工
作的领导，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变“一
家抓”为“大家抓”，形成信访工作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深入贫困地
区解决群众问题” 专题调研的工作方案》，决
定近期由省委常委带头，结合“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大调研，重点围绕脱贫攻坚、征地
拆迁、“雁过拔毛”、 涉法涉诉等群众身边问
题，深入全省贫困地区开展调研督查，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

会议强调，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是
事关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直接检
验各级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强不强、 工作作风
实不实、廉洁自律严不严，直接影响人民群众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要以中央巡视组此次巡
视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提高政治
站位，担当政治责任，转变工作作风，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以人民群众反映的
突出问题为警醒和鞭策，以解决问题为中心，
多从群众角度想问题办事情， 满腔热情地为
群众排忧解难，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
类问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部署开展“深入贫困地区解决群众问题”专题调研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3月30日召开会议，听取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
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 对打好
脱贫攻坚战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
体系全面建立，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扎实
推进， 各方联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基本
形成， 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2017
年， 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得到全
面贯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责任进一步强化，
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基本形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地
见效，东西部扶贫协作全面提速，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稳步推进，工作作风明显转变，脱贫攻
坚迈上新的台阶。

会议指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 实现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 未来三
年， 历史性地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
贫困问题， 让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同全国
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是我们必须完成的
重大任务。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还十分艰巨，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不少。一些
地方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薄弱、公共服务不
足，特殊困难群体脱贫难度大。一些地方精准
基础不扎实，政策措施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
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 打好脱贫攻坚战仍
需付出艰辛努力。

会议强调，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离脱贫攻坚
目标实现期限越近，任务越艰巨，越要实行

严格的考核评估。要用好考核结果，对好的
给予表扬奖励，对差的约谈整改，对违纪违
规的严肃查处。要结合脱贫攻坚进展和考核
情况，改进完善考核评估机制，通过较真碰
硬的考核，促进真抓实干，确保脱贫工作务
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让脱贫
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
检验。

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
化责任担当，坚持目标标准，坚持精准施策，
加强扶贫干部培训， 坚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落实好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各
项决策部署， 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目标顺利实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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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于振宇 ）
3月27日至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来湘就基层妇联
工作进行调研。

调研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前往住
地看望了沈跃跃一行。

连日来， 沈跃跃一行先后来到永顺、长
沙两地，深入田间地头、社区、群众家中，实
地考察妇联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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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
女助力脱贫攻坚、妇女权益保护、基层妇联
组织建设等工作， 与当地妇联干部亲切交
谈，同基层妇女群众畅谈心声，详细了解妇
联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基层工作存在的
困难和建议，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见。

永顺县高坪乡高坪村通过把村里女能
人吸纳进妇联组织， 创建巾帼脱贫示范基
地， 发展电子产品加工、 猕猴桃种植等产
业，带动200多名贫困户脱贫致富。沈跃跃

对该村做法给予肯定， 嘱咐妇联组织要积
极作为， 引导更多女性在乡村振兴中建功
立业。 灵溪镇连洞岗社区广大妇女积极化
身“播种机”，练歌舞、排节目、办活动，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社区落地生根。对此，沈跃跃表示赞赏，要
求发挥妇女优势，创新宣传党的新思想，让
党的新思想在群众心中萌芽生根。 沈跃跃
还来到长沙市开福区江湾社区， 实地查看
网上妇女之家建设情况， 鼓励妇联干部提
高占网用网能力， 以使妇联组织能更好地
服务大局、服务妇女。

沈跃跃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永顺县石
堤镇巾帼脱贫万亩油茶示范基地、友谊村
黄桃产业基地、 湘西老爹芙蓉工业园等，
以及长沙市妇女之家、 李丽心灵教育中
心、天心区婚调委等，并实地走访慰问“两
癌”贫困妇女，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妇联、
基层妇联干部代表关于妇女工作及改革
情况的汇报。 荩荩（下转2版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沈跃跃在湘调研时强调

团结引领广大妇女
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向着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集合”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陈薇 贺佳
周帙恒）3月29日至30日，全国文联系统深
化改革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中国文联党组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出席会议并
讲话。在湘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会见了李屹一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左中一，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陈建文；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蔡振红，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谢建辉，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
斌出席座谈会或参加会见。

杜家毫在会见中说， 湖湘文化积淀深
厚、源远流长，不仅孕育和催生了一大批文
化名人， 也成为引领和推动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湖南正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我们将以全
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座谈会在湘召开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联工作的领导，不断
深化文联系统改革， 切实加大对文艺人才
的培养、 引进和扶持力度， 努力营造出人
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推动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全面繁荣发展。 希望中国文联一如
既往在文艺项目实施、文艺领军人物培养、
文联改革发展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给予湖南
大力支持指导。

李屹在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座谈会
上指出， 一年来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有
序推进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呈现出稳
步推进的良好态势。

荩荩（下转2版②）

全国文联系统深化改革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杜家毫会见李屹一行 乌兰出席座谈会

①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次会议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陈昂昂）
“关于更好推进我省产业扶贫的建议” 是省
政协2018年度重点调研协商监督课题之
一。3月28日至29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调
研组一行，赴邵阳市绥宁县、洞口县调研产
业扶贫工作并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她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
要战略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精准
施策，推动产业扶贫工作在湖南取得实效。

调研组先后深入绥宁县中集竹木、丰

源体育、贵太太茶油、新湘茂农林；洞口县
旺正新材料、 辣妹子食品等企业和雪峰街
道大胜村蜜橘基地、 茶铺茶场管理区茶叶
基地等地调研。

今年， 绥宁县新湘茂农林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将发展订单蔬菜3.1万亩，直接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5000人以上。李微微指
出， 要发挥新一代农民企业家示范引领作
用，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荩荩（下转2版④）

李微微在邵阳调研产业扶贫时强调

精准施策
推动产业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学习十九大 说句心里话
3月30日，社区党员将写下的心里话亲手挂上幸福树，寄托对党和国家的美好祝福。

当天，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芙蓉南路社区举办“学习十九大 说句心里话”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熊娜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冒蕞 刘笑雪）今天
下午，全省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
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兴水利除水害，加快完善水旱灾
害的防御体系，确保打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副省长、省防

指指挥长隋忠诚在会上作了相关情况汇报，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说， 防汛抗旱是湖南每年要经历的
一场“大考”。去年，300多万党政军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战胜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这
场不寻常的战斗，我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许达哲强调，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重
要指示落实到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中， 坚持底
线思维， 时刻绷紧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这根
弦，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松懈心理，
做好万全准备、防止万一发生，牢牢掌握工作
主动权。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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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做好万全准备防止万一发生
确保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仗

乌兰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