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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林晖）在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己亥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
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
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林毅夫、王明明等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
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
主席。

高云龙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致辞。他表示，2018年，全国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
了新的坚实步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献计出力。

在听取高云龙致辞后，习近平讲话强调，2018年，是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多党合作事
业开创新局面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国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其他各方
面改革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各方面事业蓬
勃发展，完成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等各方面工作任务，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继续增强， 实现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开门
红。成绩来之不易。特别是我们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总
结了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启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更加坚定。

习近平指出，2018年，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后
各项工作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开展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70周年系列活动，增进对多党合作初心的认识，弘
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绩。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和有效
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进深
山、走村寨、入农户，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打好脱
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工商联踊跃投身“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和“光彩行”活动。无党派人士依
托党外院士服务团等平台，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
的感谢。

荩荩（下转2版②）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1月28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值此己亥春节即
将来临之际，我代表中国党、政府、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党、
政府、 人民， 致以诚挚的新春问候和祝福。

2018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0周年。这10年里，我们坚持弘扬中越传统
友谊，加强交流、增进互信，相互支持、携手
互助，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共同推
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我们深化两国各领域
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与阮富仲
互致新年贺信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上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岳阳市代表
团， 与代表们一同审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计
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推进岳阳“一极四区”建设，在“守护好一江碧
水”上彰显更大作为。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会上，代表们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产
教融合发展、洞庭湖治理、长岳协同发展、高
校发展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过去一年，岳阳的大事、喜事不少。”许
达哲充分肯定了岳阳取得的各项成绩。他
说，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湘考察长江经济
带发展，在岳阳实地察看非法砂石码头取缔
及整治复绿、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看到
了白鹭翱翔、麋鹿嬉戏、江豚腾跃，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寄予了“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殷殷嘱托。这是岳阳义不容辞的政
治责任。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来到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长沙市代表
团， 与代表们一道继续审查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他强调，要继续
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抓住和用好重
要战略机遇期，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 防风险， 担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领头
羊、 排头兵， 在新的起点上彰显省会新担
当。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王柯敏、陈文
浩参加审查。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胡忠雄、段燕文、
刘菲菲、傅冠军、李丽、袁灿、朱玉国、张学
武、杨屹伟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围绕新兴产
业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 加强未成年人犯
罪社区矫正、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待遇、扶持
壮大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推进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等提出
了务实的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
发言后，杜家毫逐一予以回应。

杜家毫充分肯定长沙过去一年为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长沙要
主动担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 排头
兵。要坚持以人工智能为牵引，扎实做好发
展先进制造业这篇大文章。按照“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在“破旧”和“立
新”上力争更大作为。“破旧”，既要深化“三
去一降一补”， 又要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立新”，既要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又
要注重搞活微观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升产业链水平。

杜家毫强调， 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持
续激发创新和开放活力。依托湖南湘江新区、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 岳麓山大学科技
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等平台，加强创
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
融合，激发各类创新创业活力。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用好各类开放平台，特别是要精心筹备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等，
大力发展会展经济、 跨境电商和临空经济，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荩荩（下转2版④）

杜家毫在参加长沙代表团审查时强调

担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领头羊排头兵

许达哲参加岳阳代表团审查时强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守护好一江碧水”上彰显更大作为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阳建 史卫燕

2018年12月30日，当株冶集团最后一
座冶炼炉缓缓熄灭，入厂30年的工段长肖
永强眼泪夺眶而出。至此，为了推进生态治
理、转型升级，湖南省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
区产能全部退出， 每年200多亿元产值全
面清零。

来自湖南两会的最新“成绩单”显示：湖
南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承受巨量老旧产能退出的“刮骨”之痛
时，精准发力创新与开放“双引擎”，力推新旧
动能转换，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

破旧：长痛不如短痛
耒阳市汤泉村村民谢运雄，以前在当

地煤矿挖煤，如今养起了生猪。耒阳煤炭
年产量曾高达1200万吨， 现在当地关闭
了三分之二的煤矿，煤炭产量降至127万
吨。 荩荩（下转3版②）

破旧“阵痛”之后
———湖南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月28日，习近平、汪洋、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 新华社发

� � � �■在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创美好新时
代的新长征路上，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有着共同的理想， 也有共同的责任，
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 � � �■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也
是参政议政的基本功。希望大家围绕当前
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调查
研究

� � � �■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工作总基调。 我们做工作就要
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经济发展是这样，社
会发展也是这样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
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761人，实到726人，符
合法定人数。

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杨维刚、刘和生、吴秋
菊、郑建新、曹炯芳、龚凤祥、龚文密、梁肇洪、
彭武长、蒋秋桃、蒋祖烜、程水泉、谢卫东、谢
志雄、雷震宇、蔡建和、谭平、谭进军、黎定军
担任执行主席，杨维刚主持。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有：杜
家毫、许达哲、乌兰、陈向群、傅奎、黄关春、王少
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刘莲
玉、王柯敏、向力力、叶红专、周农、何报翔、陈飞、

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彭国甫、易鹏飞、黄跃
进、田立文、邓荣珍、刘波、韩永文。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受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委托， 向大会作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

刘莲玉说，2018年，在中共湖南省委坚
强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力指导下，省
人大常委会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地方人大工作的“根”和
“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服从服务全省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实
现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良好开局。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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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紧紧
围绕服从服务大局，强化人大监督职能；主
动适应新时代法治湖南建设新要求， 为全
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坚持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有机统一，认
真做好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工作；积
极服务代表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 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
工作水平。

刘莲玉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5周年、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40周年。 荩荩（下转2版③）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杜家毫许达哲等出席
刘莲玉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田立文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卢乐云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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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之子———追记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总工程师余元君■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