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和平号角东方
嘹亮，友谊传承绵延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谊勋章” 颁授仪式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首枚“友谊勋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
记、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
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授勋仪式。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 气氛
热烈庄重。红色巨幅背景板上，金色的“友
谊勋章”图案和中文、俄文书写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字样格外
醒目。背景板前，中俄国旗整齐排列。

17时55分许，18名威武的陆海空三军
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进入会场，走
上授勋台两侧伫立。授勋仪式开始。

伴随雄壮的出场礼乐， 习近平和普京
肩并肩步入金色大厅。全场观礼人员起立，
行注目礼，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两国元首登上授勋台，全体肃立，奏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

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
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友
人。普京总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领袖，
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正是得益
于普京总统多年来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
动，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
作得到长足发展，两国人民友谊不断深化。

荩荩（下转2版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普京授予首枚

“友谊勋章”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
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十九届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研究我省贯
彻落实意见 ;部署推进全省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建设。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积

极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审计机关要积极推进审计制度改革创新，
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 增强审计监
督合力。要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打造高素
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会议听取了我省学习贯彻《党委(党组)国
家安全责任制规定》意见的情况汇报，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湖南做好新时代国
家安全工作、有效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强
化国家安全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 各级各部
门要时刻绷紧国家安全之弦， 全面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
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 把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
作的绝对领导， 确保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
的战略主动权。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8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秉持世代友好理念
和战略协作精神，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推
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发
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参加会谈。

习近平再次祝贺普京开始新一届总统任
期， 赞赏普京选择中国作为新任期首个进行
国事访问的国家。习近平指出，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成熟、稳定、牢固。无论国际形
势如何变幻， 中俄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
心利益，深入开展各领域合作，共同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方愿同
俄方一道努力，久久为功，巩固高水平互信，拓
展各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互鉴，密切国际协
调配合，把中俄世代友好理念一代代传承下去，
不断充实两国协作战略内涵，推动中俄关系与
日俱进，与日俱新，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
俄各领域合作保持强劲势头， 利益融合不断
深化，“一带一路” 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双方要认真研究各领域
合作新思路新举措， 将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
优势转化为更多实际合作成果。 要加强两国
人文合作，增进人民友谊。

习近平指出，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倡导国际
关系民主化，促进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继
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战略稳定发挥积极
作用。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上海合作组
织各成员国一道，以青岛峰会为契机，进一步
弘扬“上海精神”，确保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健
康稳定发展。

普京表示， 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俄中双方相
互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积极推进
政治、经济、人文各领域对话合作，密切在国

际事务中沟通协调。 双方关系达到了历史最
好水平，成为当今世界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为
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方愿加强同中方经贸、投资、能源、基础设
施合作。 俄方赞赏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
席国为推动成员国合作所作努力， 支持中方
成功举办青岛峰会， 愿密切双方在国际地区
事务及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
框架内的协调合作。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各领域合作委员会
负责人及两国外长的汇报， 并就朝鲜半岛局
势、 伊朗核问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了意见。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见证了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会见了中外记者。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
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韩正、丁薛祥、王晨、
孙春兰、杨洁篪、胡春华、王毅、刘奇葆、何立峰
等参加。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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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8日讯（刘笑雪 刘勇）6月5日
至8日，国家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组
对我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实

地考核。今天，湖南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考核工作汇报会在长沙召开。会后，省委副
书记、 省长许达哲与以财政部副部长刘伟为

组长的考核组一行进行了座谈。
副省长隋忠诚出席汇报会并参加座谈。
许达哲对考核组来湘检查指导表示衷心

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工作，认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粮食产
业提质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努力抓好土地普查、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存粮化解等工作，着力解
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荩荩（下转2版④）

国家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考核组来湘考核

许达哲与考核组一行进行座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部署推进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设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第一次会议，他
强调，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要树牢“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理念，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始
终如一爱才惜才， 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
战略，加快形成天下英才聚潇湘、湖湘人才
灿星河的盛况。

省领导王少峰、陈飞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湖南省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湖南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设立省直事业单位人才编制管理专户的
意见（试行）》。省科技厅、省委人才办主要
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我省培养发展高层次
科技创新人才、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实施有
关情况。

杜家毫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才工作
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效。他说，湖南
是人才大省，自古就有“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的美誉。立足新时代，推进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作支撑。全
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才工作重大战略思想， 把人才工作放到
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实行更加积极、开
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努力造就人才高地、
打造人才高峰，形成天下英才聚潇湘、湖湘
人才灿星河的盛况。

杜家毫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紧扣战
略需求， 以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抓手加快
建设科教强省。

荩荩（下转2版③）

� � � �杜家毫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
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加快形成湖湘人才集群优势

湘声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改革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抓住关
键 、牵住 “牛鼻子 ”。当年安徽小岗村以
“大包干”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现在浙
江则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促进了全省
各领域改革。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一年多来，
办事群众满意率达到94.7%，已成为浙江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名片”。表面上
看，“最多跑一次”只是减少群众和企业
办事的次数，实质上则是一场涉及观念
转变、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利益调整等
的深层次改革。以此为突破口，浙江有力
撬动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多项改
革，进而打造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
业有利、群众受益的体制机制新优势。这
一改革启示我们，抓改革必须抓关键、抓
落地，必须有定力、不停步。

近年来， 我省全面深化改革也出台
了不少文件和规定，涉及内容很多，这是
必要的。但真正像“最多跑一次”改革那
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还比较少。改
革，改到深处是改观念、改思路。如果我
们的头脑中有很多禁锢， 不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从企业出
发， 不是把服务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和根
本宗旨所在，老是把手中的权力、部门的
利益看作是动不得的奶酪， 那任何改革
都无从谈起。

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写文件、出规划、
喊口号。如果在改革中没有责任担当，不
敢涉险闯滩， 即便手中有再完美的改革
方案，也只是叶公好龙、纸上谈兵。我们
必须抓住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
众获得感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 从最需
要、最关键、最迫切的地方改起，牵住“牛
鼻子”，保持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

牵住改革的“牛鼻子”

6月 8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举行
会谈。这是会谈
前，习近平在人
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普京
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首枚“友谊勋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