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
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
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
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

■全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零容忍的决心
丝毫不能动摇，打击腐败的力度丝毫不能削减，必须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

■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
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十二月十七
第25058号

22
2019年1月

星期二

今日12版
HUNAN RIBAO

邮发代号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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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珈名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欢迎洪森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习近平指出，去年是中柬建交60周年，两国
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不断
走深走实。 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着
密切沟通协调。当前，中柬关系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努力，以建设中柬具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进一步明
确合作重点，规划发展蓝图，推动中柬关系迈

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信在首相先生领导下，
柬埔寨一定会在国家建设事业方面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中柬要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加强政
治、经济、安全、人文四大领域合作。要保持高
层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扩大两国政
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交往，深化在联合
国、中国-东盟、澜湄合作等机制内的沟通协
作。 荩荩（下转12版）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 � � �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2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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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班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
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态势积极健康向上，
经济保持着稳中求进的态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社会大局保持
稳定。

习近平在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
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面对波谲云诡

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
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
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
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

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

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
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要高度重
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
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荩荩（下转2版①）

� � �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 � �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
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
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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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
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
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
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
政治安全。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
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
网。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 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
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湖南日报评论员

1月19日， 十一届省纪委四次全会开幕
前，省市县三级会场共1.1万余名领导干部，
同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忠诚与背叛》。片中
9名“主角”都曾身居高位，但在贪欲面前迷
失自我，在金钱美色面前沉沦堕落，最终成
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新年伊始， 省纪委用这种特殊而极具
“贴近感”的方式，为全省干部上了廉政教育
第一课，传递出惩治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
松的强烈信号。

过去一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从护航“三大攻
坚战”，到保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实施；
从严肃查处下塞湖非法矮围， 到集中整治
“私房菜”“一桌餐”等隐形变种的作风问题；
从向“提篮子”牟利宣战，到大力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推动解决了一批顽瘴痼疾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但必须看到，我省反腐败斗争虽然成绩
巨大，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
全会上指出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我省不同
程度存在。

比如，一些干部站位不高、不知敬畏，有
的热衷“接天线”、搞政治攀附；有的台上讲
马列、背地里求神拜佛，有的要求别人多、严
于律己少，口头表态多、落实举措少；有的只
学习不落实，层层批转、敷衍了事；有的对舆
论阵地管控不严，对错误思想、封建迷信宗
教势力渗透等抵御不力。

比如，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些党员干部一意孤行、 顶风违纪违法，视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为无物，工程建设、土地
征拆、医疗卫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金融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仍然严重；扫黑除
恶打“保护伞”也暴露出司法领域的腐败问
题，甚至本应是一方净土的高校，也存在着
“清水衙门水不清”的问题。

比如，一些干部在认识和把握全面从严
治党上存在“不到底、不到边”的问题，有的
党组织负责人履行主体责任还停留在讲讲
话、画画圈等浅层次上，或者把履行主体责
任单纯看作是支持纪委工作，有的班子成员
把自己当局外人，只抓工作不抓思想，只管
业务不管作风， 导致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
任落实不平衡。种种现象表明，全面从严治
党是一场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容不得有差
不多的心理，更不能有松劲歇脚的想法。

当前，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和作风问题禁
而不绝，在扶贫开发、惠民资金分配、土地征收
等领域中饱私囊、优亲厚友、侵害群众利益的
问题还没有彻底根治； 荩荩（下转2版②）

始终保持全面从严不松劲
———深入学习贯彻十一届省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之二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欧阳静子）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
发布会。长沙海关关长唐赟峰发布了2018年
湖南省外贸进出口等情况。

2018年，湖南省进出口总值3079.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6.5%， 增速列中部第一、全
国第四。其中，出口2026.7亿元，增长29.5%；

进口1052.8亿元，增长21.2%。
一般贸易占据主体地位且快速增长。2018

年， 我省一般贸易进出口2270.9亿元， 增长
33.8%，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73.7%，较上一
年度提升4个百分点。 同期， 加工贸易进出口
749.6亿元，增长7%，占24.3%。 荩荩（下转2版④）

（相关报道见4版）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贺威 ）今天
上午， 省委副书记乌兰在怀化市看望慰问
96603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官
兵及家属致以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 省政协
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省军区副政委
许凤元参加慰问。

乌兰一行来到部队军史馆和联合作战值
班室，了解部队的光荣历史、卓著战功、作训
情况。在与官兵座谈时，她说，长期以来，部队
广大官兵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把驻地当故乡，
视人民为亲人， 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
献给了所在部队和三湘人民。 特别是过去一

年，部队党委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统领，
认真贯彻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深入推
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出色完成多项任务， 部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同时，在脱贫攻坚、抢
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促
进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
出了重要贡献。

乌兰说，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持兴湘
与强兵相统一， 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国防和
军队改革发展建设，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 荩荩（下转2版③）

“把部队的事当分内的事”
乌兰看望慰问96603部队官兵

2018年湖南进出口增速全国第四
实现总值3079.5亿元，同比增长26.5%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2018年，是全省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也是十二届省政协履职的起步之
年。一年来，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湖南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开展
“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助
推新发展、建设新湖南”两大主题活动，努力
建设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为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凝心聚力、 资政建
言，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一年来，省政协党组坚持把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通过党组中心组和常委会议引导学 、委
员和机关干部全覆盖集中培训学 、开展
研讨深化学 、政协云每日一题帮助学等
形式， 为全省政协系统立标杆 、 作表
率 。

荩荩（下转5版）

奋力书写新时代政协工作新答卷
———2018年省政协工作亮点回眸

导
读 12版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

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中国经济交出稳中有进成绩单首超90万亿元！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12版

� � � �1月21日，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
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