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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17日在北京宣布： 应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朝鲜
进行国事访问

中联部就习近平对朝鲜
进行国事访问举行媒体吹风会 12版

�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贺佳）为期3
天的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
书班今天在省委党校开班。 在上午举行的开
班式上，省委书记杜家毫为全体学员讲党课；
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开展“明初
心、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专题研讨交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一指
导组组长冯健身、 副组长武金辉出席专题研
讨交流，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开班
式，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谢
建辉、张剑飞、李殿勋等出席。

杜家毫在讲党课时结合我们党90多年的
光辉历史和宝贵经验，联系自己的学习体会、
工作经历和成长历程，就如何理解、把握和践
行初心使命、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与读书
班学员们深入交心交流，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理解。他说，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初心和使命是辩
证统一的，初心回答的是“我是谁、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与生俱来、不能改
变的；使命回答的是“为了谁、要干什么、应该
干什么”，这在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
的实践要求。 初心和使命的丰富内涵集中体
现在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

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勇于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杜家毫说，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 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 把这场伟大社会革
命进行好、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关键在于推进
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伟大自我革命是新时代
“赶考”的题中之义，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至关重要。 我们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注重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
作用，在层层示范、以上率下中形成管党治党
的强大效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按照“四个对照”要求深入查找差距，以
动真碰硬的勇气抓好整改， 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杜家毫指出， 作为党员干部， 我们守初
心、担使命，必须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国内
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无比光明的前
景，但也面临不少艰难险阻。我们要永远保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扎实抓
好创新开放、产业项目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湖南如期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国际看，世界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的“危”和“机”同
生共存。我们要把握大势、着眼大事，谋定而
后动、厚积而薄发，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结合湖南实际，认真落实“六稳”部署要求特
别是稳经济、稳就业、稳安全，下大力解决一
批“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全力做好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办好自己
的事情， 以湖南的大局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
作贡献。

许达哲希望大家珍惜集中学习机会，严
格遵守培训纪律和有关要求， 以良好的作风
确保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要在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上多下功夫，
集中精力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加深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
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理解， 系统全面把
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
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
一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专题研讨交流， 省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成员、第一批参加主
题教育的省直单位和省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
人参加主题教育读书班。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

杜家毫为学员讲党课 冯健身武金辉出席专题研讨交流
许达哲主持开班式 李微微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评论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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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着力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百姓心为心，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
也是党的恒心。”“半条被子”的故事之所以
感人肺腑， 就在于共产党人把群众的苦视
为自己的苦，即便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主题教育将“守初
心”置于总要求之首，将“为民服务解难题”
列为总目标之一，将“对群众关心的利益问
题漠然处之”甚至“侵害群众利益”作为专
项整治的重点问题， 为的是让党员干部进
一步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
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党代表着中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 理所当然要聚焦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尤其要从
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
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解决好与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教育 、就业 、社保 、医疗 、住
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让百
姓过上好日子”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各
级干部的群众立场、群众观念显著增强。但

也必须清醒看到， 一些党员干部为民服务
不上心、不尽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消
极应付、推诿扯皮；有的能力不强、办法不
多，与群众说不到一块儿去，坐不到一条板
凳上；个别人热衷搞形式主义的一套，耍官
僚主义的威风；更有甚者，唱着“为民服务”
的高调，但实际工作中却给群众添麻烦、添
堵，办事难、办事繁的现象依然存在……

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首先要摆正自身位置、站稳人民立场。
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们永远是劳动
人民的普通一员。基层工作是大熔炉、服务
群众是大舞台，只有俯下身段，深入到群众
中听民声、察民意，学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
考问题，时时处处以心换心，说的话群众才
愿意听， 作出的决策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拥护，干部与群众之间才不会隔着一堵墙。

民生无小事。湖南是人口大省，补齐民
生短板的任务繁重。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就要多搞一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
“微建设”“微服务”， 多把关乎百姓柴米油
盐的“小事情”放在心上，尤其要把稳就业
放到重要议事日程， 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
民生任务 。“金杯银杯 ， 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真心诚意帮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就能
找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好的“黏合剂”。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 毛主席一辈子
都站在人民一边，特别厌恶“当官做老爷”，
痛恨损害人民利益的人。 新时代的湖南共
产党人， 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通过主题教
育，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同湖南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为民谋
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三湘父老、
无愧于革命先辈。

着力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

———三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为期3天的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读书班在省委党校开班。 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政治任务， 省委对主题
教育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举办这
样一场“高规格”的读书班，是我省继省委常
委会会议、 赴汝城沙洲村开展学习讨论以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后
的又一重磅动作， 为的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主题教育学习的部署要求， 突出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作为我省开展主题教育的 “第一责任
人”， 省委书记杜家毫为全体学员讲党课，就
理解、把握和践行初心使命、推进党的伟大自
我革命、把握国际国内大局等，与读书班学员
交心交流。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

到“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
义凛然；从“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的根本宗旨，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的勇毅
前行：这场思想上的“集体谈心”，面向的是未
来湖南发展的骨干力量， 聚焦点是在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下功夫、 作表率， 目标指向是思想意志统
一、行动步调一致。

读原著，手不释卷；谈心得，火花四溅。原
原本本学、 认认真真悟是搞好主题教育的基
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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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学习摘要》是必读书目，学深悟透方能融
会贯通，确保学出信仰、学出忠诚；“原则上不
得请假”“实行全封闭管理”“自己动手撰写发
言材料”，严要求为的是高质量，确保学员们在
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达到新高度。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辅导

教材中，还有体现湖南特色的《半条被子》，既
是让学员们从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中汲取
精神养分， 淬炼忠诚品格， 也是用好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触目惊心的反面典型也同
样富有教育价值，能够取得深刻的教育效果。
专题党课里，涉及到发生于湖南、发生在身边
的反面典型，为的是让学员们汲取教训、自警
自省。

教者，效也；上行之，下效之。从省委书记
杜家毫为全体学员讲党课， 到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开展“明初心、守初心，坚定理
想信念”专题研讨交流，再到专题讲座 、潇湘
红色故事汇、警示教育片、读书分享会等 “课
程”被密集地送到学员们的“课桌”，目的是增
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这期读书班将给我省各级党组织开展主
题教育作出榜样、 形成示范， 让这场云兴雷
奋、谋求实效的主题教育激荡三湘四水，为湖
南党的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吴祥淼

村子群山环抱，暖阳洒在大地，侗歌美
妙动听，多耶舞奔放多情，一批批游客接踵
而来……6月11日至15日， 记者在通道侗
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村蹲点， 天天看到的
是美丽、繁荣、欣欣向荣的景象。过去的“世
外桃源”，如今成了热门景区。

“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贫困村成了风
景区。” 皇都村党支部书记李练东介绍，旅
游与扶贫融合发展，风情、风景变成脱贫
致富的金山银山，村民搭上了旅游的“幸
福快车”。

2017年，皇都村实现整体脱贫。去年，
该村共接待游客11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
入2.69亿元。今年至今，已接待游客67.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8亿元。该村相继被
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全国文明村镇、
中国传统村落等。

家门口办起艺术团
侗乡旅游因文化更精彩。
在皇都村演出场， 原生态歌舞激情上

演，悠扬的芦笙、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姿，
感染了现场游客。“表演太棒了！”6月12日
上午10时多，观看演出的长沙游客陈慧情
不自禁跟着节拍哼唱起来。

“村里人人能歌善舞，我们艺术团的演员
都是本地村民。”皇都侗文化艺术团团长欧俊
楼告诉记者，每天固定有两场演出，很受游客
欢迎，每年观看演出的游客有10多万人次。

“艺术团有30多名固定演员，每人每
月可领3000元工资， 其中28名是贫困村
民，现在都脱了贫。”欧俊楼说，1995年，他
和朋友自发成立了皇都侗文化艺术团。以
前收入低，艺术团先后走了200多人，他也
曾离团去当了一年客运司机。

近些年来，通道大力实施“旅游兴县”
战略。2010年， 由通道皇都民俗旅游开发
责任公司对皇都村进行整体开发， 文化旅
游业逐渐形成规模。 欧俊楼带领艺术团进
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歌舞节目，稳定演员
收入。 如今， 艺术团已成为拥有固定演员
30余人、群众演员数百人的侗歌侗戏专业
艺术团，是景区《看皇都·听天籁》实景演出
的主力军。 荩荩（下转2版①）

———记者蹲点见闻

“世外桃源”成热门景区
———通道皇都村发展旅游助脱贫见闻

�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曹娴）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248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其中，长沙金龙铸造
实业有限公司等10家湖南企业上榜。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专、精、特、
新”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
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
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这些“小巨人”企业，都有“独家本领”。
如金龙铸造在不起眼的井盖上下功夫，能

“防盗、防噪音、防位移、防沉降、防坠落”的
智能井盖已用在港珠澳大桥上； 飞沃新能
源专注做风电叶片上的预埋螺套， 占据了
全球43.5%、国内74.3%的市场份额；金博
碳素生产的碳碳复合材料在太阳能光伏及
半导体领域， 已成功替代既有石墨材料器
皿，占领七成国内市场，远销日韩、欧洲等
地；星邦重工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国内销
量及保有量遥遥领先……

荩荩（下转2版②）

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公布

10家湘企上榜� � � � 6月17日晚， 长沙市
杜甫江阁在灯光的点缀下
格外美丽（利用手机屏幕镜
面反射拍摄）。为迎接第一
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杜甫江
阁阁楼部分区域于上月开
始维护施工，主要进行建筑
物外部美化、亮化。目前，杜
甫江阁维护工作已经完工，
全部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杜甫江阁
璀璨迎客

张楚廷：
大学精神的守护者

7版

导 读
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

为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湖南力量
4版

■理论·智库

作出榜样 形成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