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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蔺蓉 ）民生为大，一诺千金。我省
2018年为民承诺完成的民生实事进展如
何？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全省筹措各
类资金1868.69亿元，圆满完成了12件重点
民生实事。

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全省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20507公里，农村
公路提质改造建设8086公里； 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惠及125.46万人；改造和完
善行政村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项目，完
成投资6.51亿元。以上项目全部超额完成
目标任务， 显著改善了农民生活和出行
条件。

在提升救治救助保障水平方面， 全省
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按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一
档和二档地区510元/月、三档和四档地区
452元/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4098元/年，
全部超过年度目标任务； 城乡救助水平人

均分别达到340元/月和196元/月，分别超
过年度目标任务20元/月和26元/月。

在关爱城乡妇女健康方面， 全省全年
为107.81万农村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
检查，比上年增加3.71万人；为52.7万孕产
妇实施产前免费筛查，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105.4%。

在改善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方面， 全省
筹措各类资金53.75亿元改造农村危房
17.84万户， 筹措各类资金1252.72亿元完
成城市棚户区改造28.05万套，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178.4%、101%。

此外，去年我省新增城镇就业79.45万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3.5%；基本消
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18168个，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54.9%；对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322个问题进行整治，100%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成功整治154个城镇黑臭水体，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2.7%。

2018年我省筹措1868.69亿元

12件重点民生实事圆满完成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 吴晶 胡
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18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他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
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
休教授林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刘建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
讲师陈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徐川、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学利、 西安兴华小学二级
教师王良、武汉市解放中学高级教师吴又存、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级教师陈明青
先后发言。 他们结合实际就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加强理论教育、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全
面做好立德树人工作、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发展、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 当好学生引路人等问题介绍工作
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
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
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
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
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
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
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
直气壮开好思政课，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
志、 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思政课作用
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
视。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
保证。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
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
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为思政课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
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 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
量。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
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
了重要基础。有了这些基础和条件，有了我们
这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
课教师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思政课
办得越来越好。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 ）今天上午，我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精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有关重要讲话精神。 他强调，
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扎实推动
全国两会精神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全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传达了王沪宁、王岐山、胡春
华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
时的讲话精神。

会上，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分别传达了全国两
会精神。省委副书记乌兰，以及副省级以上领
导和老同志出席会议。

杜家毫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统揽全局、立意

高远，在形势判断、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优化发
展环境、 文化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部署新要求， 是这
次全国两会精神的重要内容， 为湖南做好改
革发展稳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们要深
入学习领会、全面系统理解、融会贯通把握，
真正转化为推动湖南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和
实际成效。 各地各部门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外商投资
法及有关文件精神，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 推动全国两会精神深入人心、 家喻户
晓。

杜家毫强调， 要以实际行动扎实推动
全国两会精神落地落实。 要坚定不移打好
三大攻坚战，用心用情落实“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要求，抓好已脱贫人口巩固提升，
开展好“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 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脱贫攻坚的积

极性，坚决攻克贫困最后堡垒，力争今年实
现贫困县摘帽， 明年全面完成贫困人口脱
贫； 加强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衔
接，继续实施三个“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坚持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加
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动摇、不松劲、不
开口子，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深
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集中精力抓
项目、扩投资、兴产业、强实体、稳就业，为
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后劲。要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开放， 以推动外商投资法实施为契
机，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动
“放管服”、国资国企、绩效管理等重大改革
走深走实，抓好承接产业转移、五大开放行
动等工作；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涉外政策措
施， 加快形成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 荩荩（下转2版②）

我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扎实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落地落实
杜家毫主持 许达哲李微微作传达 乌兰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18日宣布：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
塔雷拉、 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

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请， 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3月21日至26日对上述三国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在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 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校长雷亚莱
和8名高中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对
习近平主席来访的热切期盼和从事中意友
好事业的良好意愿。 习近平主席给该校师
生回信， 勉励他们做新时代中意文化交流
的使者。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的来信收到了，
看到同学们能用流畅的中文表达自己的所
思所想，我很高兴。

习近平在信中说， 你们学校成功开办
中文国际理科高中， 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中
意友好事业的青年。同学们在信中介绍，通
过孔子课堂项目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

看到了世界的广阔与多元文化的价值。这
是你们通过学习实践得来的收获。 你们立
志促进中意青年思想对话和文化交流，促
进中意人民友谊，我对此十分赞赏。希望你
们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成为中意文化交
流的使者。

习近平在信中说， 青春总是与梦想相
伴而行。 你们即将高中毕业， 迈入大学校
园。愿你们青春正好、不负韶华，都能成就
梦想。欢迎你们来华学习和工作，希望中国
也能成为你们的圆梦之地。

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是意大利久
负盛名的学校，该校2009年开设五年制中
文国际理科高中， 设有意大利最大的孔子
课堂，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蔚然成风。

习近平主席给意大利
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师生回信
雷亚莱校长，各位同学：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看到同学们能用流
畅的中文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很高兴。

你们学校成功开办中文国际理科高
中， 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中意友好事业的青
年。同学们在信中介绍，通过孔子课堂项目
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 看到了世界的广
阔与多元文化的价值。 这是你们通过学习
实践得来的收获。 你们立志促进中意青年
思想对话和文化交流，促进中意人民友谊，

我对此十分赞赏。 希望你们做新时代的马
可·波罗，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

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而行。 你们即将
高中毕业， 迈入大学校园。 愿你们青春正
好、不负韶华，都能成就梦想。欢迎你们来
华学习和工作， 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你们的
圆梦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3月17日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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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中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全国春季农业
生产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扫黑除恶、绿心保护、农村改
厕等工作。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全国两会精神的传达学
习、宣传宣讲和贯彻落实，引导全省上下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统一到大会精神上
来。 要全面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脱贫攻坚、“三农”工作、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新
部署新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加快湖南高质量发展步伐。
要扛起“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坚
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咬定目
标、尽锐出战，真抓实干、精准施策，确保按
时保质打赢脱贫攻坚战。 荩荩（下转2版③）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研究部署绿心保护等工作

3月18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新华社发

一堂特殊而难忘的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侧记

以实干成就美好未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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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古城：惊醒两千年旧梦
■发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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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的荣光烛照前行路
———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

■理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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