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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下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
（试行）》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进
一步推进文化创意基地、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
设等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湖南是多民族省份，要把学习
贯彻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加
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 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 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突出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依法治理
民族事务，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切
实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
作，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增强配套
党内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提高制度整
体效能。 要将政治标准作为备案审查的首要
标准，严格落实合法合规性、合理性、规范性
审查， 切实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一
性、权威性。要坚持一手抓法规制定，一手抓

法规执行责任落实， 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党
内法规的行为， 引导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进一步增强制度意识、规矩意识和责任意识，
形成有规必依、执规必严的良好氛围。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文化创意基地和岳
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 会议
强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既是湖南的优势所
在，也是重点所在。要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为推动，大
力实施“文化+”和“互联网+”战略，统筹推动
文化与旅游、科技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做强
做优做大骨干文化企业，深化改革重组，进一
步巩固“广电湘军”“出版湘军”“报业湘军”
“演艺湘军”品牌优势。 荩荩（下转2版③）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部署
文化创意基地和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等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周帙恒）今天上午，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全国政协
副主席郑建邦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开幕式。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 老挝公共工
程和运输部副部长翁萨瓦·西潘敦出席并致
辞。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苗丹佩、韩国国
会议长辅助官李忠烈， 省领导谢建辉、 张剑
飞、何报翔、胡旭晟，以及田红旗、刘友梅、陈
湘生、翟婉明等两院院士出席。

本次博览会以“智慧轨道，联通未来”为
主题，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将举办轨道交通
发展论坛、 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人才对

接会、轨道交通国际投融资合作论坛、株洲论
坛等20多项配套活动，共吸引406家国内外轨
道交通行业龙头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参
展。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博览会在湘
召开表示祝贺。他说，伴随着新中国70年工
业化的光辉历程，湖南已发展成为中国先进
制造业重要基地，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的
摇篮”。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制
造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设，培育形成了装备制
造等万亿产业和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千亿
产业。轨道交通已形成集产品研发、生产制
造、售后服务、物流配套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条，电力机车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20%，涌

现了世界最高时速米轨动车组、中国首条完
全知识产权并商业运营的中低速磁悬浮线
等高端技术和产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杜家毫指出， 本次博览会为展示行业最
新技术及成果、 深化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
供了重要平台。湖南将以此为新起点，与各方
一道，加强装备制造业系统、主机、零部件和
技术服务等各领域合作，共同攻克核心技术、
抱团开拓国内外市场， 共同谱写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热忱欢迎国内
外企业、专家和各界人士来湖南参展交流、研
讨研发、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
未来。

荩荩（下转2版②）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开幕

郑建邦宣布开幕
杜家毫致辞 许达哲主持开幕式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 沙兆华） 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第二次推进会要求，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
导组10月17日进驻湖南， 对我省进行为期
10天的“回头看”。今天上午，督导组在长沙
召开“回头看”工作汇报会。督导组副组长马
瑞民讲话，省委书记杜家毫汇报了全省扫黑
除恶督导整改情况和专项斗争工作，并作表
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成员，省领
导乌兰、傅奎、王少峰、张剑飞、李殿勋、许
显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省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叶晓颖出席。

马瑞民充分肯定湖南省在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落实督导反馈问题整改方面
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对第二、三轮督导反
馈问题整改完成的省区市进行“回头看”，
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决策部署、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取
得实效的重要环节。 做好这次督导“回头
看”工作，是督导组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
共同目标和共同政治责任。 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提高政治
站位， 将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促进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
要举措来推进， 坚决夺取专项斗争的全面
胜利。要充分认识专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艰巨性，保持政治定力，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坚持法治
思维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推动专
项斗争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向纵深开展。要
压实党委主体责任、政法机关直接责任、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对重点地区、重要领域、重大案件组织专项
突破，继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把专项斗争

与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
一体落实。要紧紧围绕今年深挖整治目标，
以提高攻坚能力为切入点，确保打深打透，
除恶务尽。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打造优质高效的基层战斗堡垒。

杜家毫指出，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
组进驻湖南开展督导“回头看”，是对我省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体检， 是对湖南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又一次集中检验和重要指
导。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中
央关于扫黑除恶的重大决策部署， 以此次
督导“回头看”为重要契机，把握斗争方向，
强化斗争精神，坚持对标看齐抓落实，坚决
扛牢抓实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 突出问
题导向抓落实， 聚焦重点问题深化整改整
治， 在扩大专项斗争战果中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紧盯目标任务抓落
实，努力在破案攻坚、打伞破网、打财断血、
行业治理上实现新突破， 推动扫黑除恶深
挖根治、长效常治；注重统筹联动抓落实，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
动群众，加强與论引导，凝聚形成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强大合力。

会上，省纪委省监委、省委组织部、省
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主
要负责同志还分别汇报了督导反馈整改和
重点案件查办有关情况。

会前，马瑞民一行还前往省委政法委，
看望慰问相关工作人员， 查看扫黑除恶文
件汇编及相关台账，了解案件核查、转办督
办等情况，对我省建立健全“五级书记一起
抓”的责任体系、加大力度复核督办中央督
导组移交线索、 推进行业部门专项整治及
形成长效机制等给予了肯定。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回头看”工作汇报会在长召开
马瑞民讲话 杜家毫作表态发言 许达哲乌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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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李劲峰）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18日晚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
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
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 来自109个国
家的9300余名军体健儿将在江城武汉同场竞技、
增进友谊。

18日晚， 容纳近6万名观众的武汉体育中心主
体育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20时整，礼宾号响起，习近平同国际军事体育
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等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红旗飘飘》的音乐声中，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

图案铺满体育场，随即又变换组合成“中国”字样。
随着灯光、音乐的变换，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会
徽“和平友谊纽带”被点亮，和平鸽图案出现在场地
中央。

各参赛国代表团按照国家法语名称的首字母
顺序依次入场。当一面面不同国家的国旗通过主席
台时，现场观众热烈鼓掌，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表
示欢迎。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运动员
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高举五星红旗通过主席台。
习近平起身挥手致意，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中国代表团共553人， 是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参赛
运动员最多的代表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16名仪仗兵迈着有
力的步伐，分别护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会旗走进现场。经过主席台时，仪仗兵
高举旗帜，正步前行。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奏国际军事
体育理事会会歌，升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致辞，代表组
委会向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
表示热烈欢迎。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致辞，对中
国政府、中国军队和湖北省、武汉市为本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所作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祝愿运动员们

取得好成绩。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在视频致辞时

表示，此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祝
愿运动会圆满成功。

在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前，中国女子排球
运动员袁心玥、国际级篮球裁判温克明分别代表参
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宣誓。

21时许，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开幕！”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不断。

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现场播放的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宣传片，回顾了历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情况，介绍了中国军队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历
程。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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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集体会见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
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

12版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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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
会开幕。 均为新华社发

精准发力 稳中有进
前三季度湖南GDP同比增长7.8%

上图：10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集体会见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向出席活动的各国
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官员、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欢迎。图为会见前，习近平同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