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在光明日报创刊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党中央表
示热烈的祝贺， 向报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 光明日
报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

时代同步，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在
政治建设、理论创新、道德引领、教育启迪、
文化传播、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

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
不断作出努力， 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
的殷切期待和热情关怀， 把广大知识分子紧
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6日上午， 庆祝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座
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在会上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讲
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深
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用心建设知识分
子的精神家园，奏响团结奋进的时代强音，以
内容建设和媒体融合的新优势， 把光明日报
办成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思想文
化大报。

会上， 光明日报社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代
表、编辑记者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发言。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现为中
共中央主管主办、 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
象的全国性思想文化大报，面向1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发行，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湖南日报评论员

思想的力量胜过刀剑， 理论的武装是真
正强大的武装。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
共产党的鲜明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自党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
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始终是共产
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
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
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做到学思
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使之成为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行动指南。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强，源于理论
上的认同。从实际情况看，全省党员干部队伍
在理论学习上同党中央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不
小差距。有的学习不深不透、敷衍应付，满足

于做做样子、 装点门面， 有的止步于一知半
解、似懂非懂；有的不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
学用脱节，口头上新发展理念、新时代要求讲
得头头是道， 但实际工作中还是老套路老办
法；有的甚至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
律。这些问题，虽症状不一、程度不同，但从根
子上讲，都是对党的理论认同缺乏、思想水平
不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 我们党开展的历
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理论学习打
头，重点解决思想根子问题。这次主题教育把
理论大学习、思想大洗礼作为重中之重，不断
掸去思想上的灰尘、 淬炼政治上的坚定 ，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入
脑入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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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忠诚于党、忠
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
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 实际地而
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
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是党员干部中的 “关键少数”，

是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 如果头脑中 “一锅
粥”，思想上昏昏然，又怎能把工作做好？开展
主题教育， 重点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
学习基础上取得新进步、达到新高度，特别是
要学好《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
要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
新重要讲话文章，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提高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能力。

对于湖南的党员干部来说， 还要特别学
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从“一带一部”到“三个着力”，
从精准扶贫到“守护好一江碧水”，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及早转入创新驱动轨道上来 ”到
“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 从改进干部作风到
传承红色基因……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几乎涵盖了“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方面面 ，做到深
学笃用、入脑入心，自觉对标对表 、及时校正
偏差， 就能切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
推动湖南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举措。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月16日晚
上，在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亚洲相互协
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后，国家主席
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6日上午，习近平离开杜尚
别启程回国。离开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
蒙到机场送行。两国元首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总统和塔方的热

情周到接待，祝贺塔方成功举办亚信峰会。
习近平表示， 在塔吉克斯坦访问非常愉
快， 特别是我和总统先生就共同关心的
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积极
成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
域合作一定会再上新台阶， 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

拉赫蒙祝贺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取
得圆满成功， 感谢习近平和中方为亚信峰
会举行所作贡献。拉赫蒙表示，塔吉克斯坦
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友
好感情，珍视塔中关系，感谢中方对塔吉克
斯坦的宝贵支持。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塔富
有成果，意义重大。塔方愿以此为契机，深
化两国关系。

习近平致信祝贺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强调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值此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 我代
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
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70年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团结、联系、
引导、服务知识界，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
道德引领、教育启迪、文化传播、科学普及
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

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上不断作出努力， 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
分子的殷切期待和热情关怀， 把广大知识
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不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年6月16日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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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习近平回到北京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以前一起办照的人，大多穿运动鞋，
现在不穿了， 不需要来回上下跑了。”6月
15日，在长沙市芙蓉区，一家小企业的老
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这种改变， 得益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2017年， 芙蓉区成立我省首个行
政审批局， 将分散在21个部门的195项行
政审批事项集中起来办理，全力给审批“瘦
身”。改革前，市民办证照要多跑部门、重复
报批，如今只要一个部门、一个窗口、一枚
印章即可办好。

近两年，芙蓉区民办学校、幼儿园设立
或变更审批办结， 由170个工作日缩短至
30个工作日； 原来得花7个工作日办理的
医生护士执业注册， 如今20分钟就能办
好……办事时限变短， 服务质量却没下降，
通过监管服务“健身”，今年1至4月，“12345”
市民热线平均回访满意度达96.42%。

6月11日至15日，记者蹲点芙蓉区，近
距离观察这项改革的成效。

审批敢放手———
一章管到底，告别“公章围城”

实践中， 芙蓉区原定的证照办理时间
还有可能缩短。

这不， 从交资料到领取办园所需的证
照，芙蓉纽尊幼儿园负责人焦志锋仅用了4
个工作日。而此类证照办结，芙蓉区目前承
诺的期限是30个工作日。

“一枚印章管审批，效率真高啊！”焦志
锋对记者感叹。

焦志锋说， 他从事幼教工作19年，在
全国各地先后办园10余所，这次办事最顺
畅。这中间，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
专用章”发挥了大作用。

“早些年‘公章围城’，开办幼儿园要跑
多个部门、盖多个章。”焦志锋直言，后来各
地成立政务服务中心，虽可集中咨询，但不
少事项仍需前往相关部门办理， 办事效率
仍不高。

一章管审批，意味着审批流程再造。具
体如何运行？ 事先介入。 焦志锋准备材料
前， 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为其提前“定
制”《一次性告知清单》， 避免其走弯路；并
联审批，焦志锋“一份材料递进去”，该局通
过内部“流水线”式审核，审完一证出一证；
联合踏勘，该局组织审批一科、二科和区教
育局“联合跑”，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焦志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开办这个
幼儿园需每月支付房屋租金12万元、幼师
工资近6万元。2001年他在外地首次办园
时跑证跑了8个月，若按照这个进度推迟8
个月开园，要增加140多万元成本。

“审批再快，企业与群众办事还是不方
便。”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对记者说，在他
看来，最优的审批方式就是依法少审批。近
年来，该区共精简行政审批195项，今年又
精简22项。如今，芙蓉区已是全国审批事
项最少的区（县、市）之一。

荩荩（下转5版①）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邓徐徐）6月13日下午， 湖南聚集网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汤世亮在浏阳市民
之家免费领取了营业执照和一套印章，该
公司成为浏阳市首个享受“企业开办环节
零成本”的企业。据介绍，从7月1日起，浏阳
市将全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免除
企业开办环节刻公章和材料打印复印费
用， 为全力打造全国开办企业成本最低县
（市）迈出坚实一步。

“以前， 开办企业光一套印章就要花
300余元。”浏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
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来，该市持续开展成
本降低专项行动， 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发放
一套印章，免费为企业开办提供打印、复印

等服务， 整个政务大厅的打印复印费也都
取消。 今后企业和群众到浏阳市民之家办
理业务，将以扫描取代复印，逐步实现无纸
化办公。

在浏阳开办企业，时间也大为缩短。开
办一家新企业只要2个工作日，其中企业登
记压缩至1.5个工作日，印章刻制和发票申
领压缩至0.5个工作日， 园区重大招商项
目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压缩至1个工作日。
这得益于浏阳市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目前，该市还在积极推动“最多跑一
次”改革转向“一件事一次办”，已在5月
底被定为省市场监管领域“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试点单位。

荩荩（下转5版②）

———记者蹲点见闻

行政审批“瘦身”
监管服务“健身”

———看芙蓉区如何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打印复印全免费 企业开办零成本

浏阳打造放管服改革升级版

� � � � 6月15日，众多游客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参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少游客
来到韶山，缅怀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今天的演出太震撼了！”
谭盾携《敦煌·慈悲颂》返乡首演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刘瀚潞）今天晚上，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大剧院进入“敦煌时间”，湘籍世
界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新作《敦煌·
慈悲颂》返乡，为湖南观众带来敦煌的千年
回响。据悉，《敦煌·慈悲颂》2019中国巡演
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中法建
交55周年。

《敦煌·慈悲颂》分为《菩提树下》《九色
鹿》《千手千眼》等六幕。当谭盾站在舞台中
央， 整个敦煌仿佛随着他的双手挥舞倾泻

而至，千年壁画随着音符的流动徐徐展开。
演奏进入第三幕《千手千眼》时，莫高窟第3
窟的壁画在乐声中扑面而来。舞台之上，饰
演妙清的演员陈奕宁拿着琵琶， 一步一舞
一拨弹，行至舞台中央。一时之间，千年前的
宫殿与剧院重叠。除了脚步声、与琵琶的阵
阵拨弹，四下再无别的声音。“妙啊!妙啊!”
国王的突然歌唱替观众们喊出了心中的赞
叹……“今天的演出太震撼了！我被直接唱
哭了！”一位喜欢文艺表演的市民向记者表
达观演的激动心情。 荩荩（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