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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6日召开的全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对我省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全面
动员部署。 全省上下要把主题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更加自觉
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只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才能领导
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唤醒了广大党
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也要看到，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
验 ”是长期的 、复杂的 ，面临的 “四种危
险”是尖锐的、严峻的。开展主题教育，就
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奔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坚决同一切影
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
作斗争， 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出发的原点，是立党
的“初心”。无论是防止脱离群众、动摇根
基的危险， 还是满足全省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都迫切需要坚守人民
立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
展主题教育， 就是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真正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
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增进人民群
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

离梦想越近，越要防止功亏一篑；风
险挑战越多， 越要用初心和使命激扬奋
斗精神。从湖南来看，三大攻坚战事关战
战难打，而且越往后越难；面临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
所未有。开展主题教育，就是要引导全省
广大党员干部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 、更
加强烈的责任担当， 肩负起新时代历史
使命，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把宏伟蓝图变
成美好现实。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
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
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
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主题教育的根
本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开展主题
教育，总的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具体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
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当前
重中之重就是要紧扣总要求、目标任务、
重点措施抓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质量和
效果。

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 、
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 是提高主题教育
质量的应有之义。

荩荩（下转2版②）

更加自觉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是第5个全国“放鱼日”，上午，湖南省同
步放鱼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橘子洲公园举
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参加启动仪式，
并与社会各界群众一起将大批优质鱼苗鱼种
放流湘江。

省领导乌兰、胡衡华、黄关春、隋忠诚、戴
道晋，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活动。

许达哲强调，开展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
发”指示要求、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实际行动，

也是维护湖南水生
态水环境、 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重要举措。 要通过放流鱼类有效增殖水生物
资源、 提高渔业生产能力、 改善生物群落结
构、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为推动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作贡献。

荩荩（下转2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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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上午，湖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书记、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杜家毫作动员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紧扣总要求、
目标任务、重点措施抓落实，推动主题教育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引导和激励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冯健身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达哲主
持会议。

杜家毫指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
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

重点措施，既为全党同志上了一堂触及灵魂
的生动党课，也为我们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对于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实现十九大确定的目标
任务的紧迫性，更加自觉地践行党的初心和
使命。

荩荩（下转2版①）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杜家毫主持
召开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细化下阶段主题教
育工作。他强调，要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正确

方向，抓紧抓实当前重点工作，充分发挥领
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确保主题教育有力有
序推进。省长、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达哲出席。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乌兰、王少峰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工作情况汇
报，决定成立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对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
的154家单位进行巡回指导。

荩荩（下转2版③）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
剧院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
并观看文艺演出。

夜幕下，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剧院
华灯闪烁、流光溢彩，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
氛。

当地时间20时45分许，习近平和普京
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鼓掌欢迎。

普京首先致辞。他表示，建交70年来，
俄中关系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双方相互支持和帮助， 推动两国关系今
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是俄罗斯
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能源、 航空航天、
科技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俄中两国密
切协作，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解
决热点问题、 应对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新
威胁作出了重要贡献。 俄中共同支持世界
多极化， 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推动形成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我同习近平
主席今天共同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为俄中深化合作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
标。俄方愿同中方一道，为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而共同努力。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
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
好未来》的致辞。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隆重庆祝中俄建
交70周年，共同迎来两国关系又一个历史

性时刻。我们不会忘记，在艰苦卓绝的卫国
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中苏军民并肩作战、
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 用鲜血铸就了牢不
可破的战斗情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第二天， 苏联即承认并同新中国建立外
交关系。在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的岁月里，
大批苏联专家用智慧和汗水帮助新中国奠
定了工业化基础， 也书就了两国人民友谊
的佳话。进入21世纪，双方签署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为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树立了典范。

习近平强调， 经过70年风云变幻考
验，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坚韧。我和普
京总统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
大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始
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此战略依托，加大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力
度， 牢牢把握中俄关系向前发展的战略方
向。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共同利益纽
带，继续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构建中俄互利合作新格局。要大
力促进民心相通， 夯实世代友好的民意基
础，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
鉴，共同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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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
并观看文艺演出

湖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勇担当
推动主题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杜家毫作动员讲话 冯健身讲话 许达哲主持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

把握正确方向 抓实重点工作
确保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许达哲乌兰出席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

许达哲参加同步放鱼活动启动仪式

“全国放鱼日”湖南同步放鱼1.07亿尾
乌兰参加

6月5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
莫斯科大剧院共
同出席中俄建交
70周年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小水电清理整改、实施“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推进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体系建
设等工作。

荩荩（下转2版⑤）

习近平会见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5G时代开启：
赋能中国 共赢世界

■时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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