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国之治”
贡献湖南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走基层 看民生

聚力深贫地区 倾情造福于民
———湖南省本级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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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希腊共和
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博索纳罗邀请，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
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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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李宣良 梅
世雄）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8日至10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
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
力量所在。 全军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落实“四个
坚持扭住”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
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能打仗、
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法纪严、 风气正的过硬基
层，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实基础和支撑。

8日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京西宾馆，在
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同大家合
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首先

强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学习贯彻全会决定是当前全党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 全会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就坚
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
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进行了
部署， 其中很多任务的落实要从基层建设抓
起。全军要结合我军实际，切实把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 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
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
重要贡献。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依靠基层、建
强基层这一条永远不能丢。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扭住党的组织抓基层、扭住战备训练抓
基层、扭住官兵主体抓基层、扭住厉行法治抓基
层，着力夯实政治根基、加强练兵备战、重塑力
量编成、正规建设秩序、纯正内部风气、激发动
力活力，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强军兴军步伐很快，
我军基层建设在使命任务要求、建设内涵、日常
运行状态、部队组织形态、官兵成分结构、外部
社会环境等方面正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要
科学把握、 积极适应， 认真解决突出矛盾和问
题，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习近平强调，要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
硬基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直达基层、
直达官兵。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

发 扬 优 良 传 统 强 化 改 革 创 新
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习近平离京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习近平在希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法治
国际论坛（2019）开幕

16版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张颐佳）
11月8日，长沙市开福区“百人宣讲团”走进
幸福桥社区，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
引领，指导社会治理等实际工作。近日，长沙
市委带头学习，推动在各区县（市）、机关单
位迅速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热潮 ， 并结合全会精神系统谋划长沙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各项工作，确保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在长沙落地生根。

11月3日，长沙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刻认识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 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并将学习全会精神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精心组织开展宣讲，指导工
作。

11月6日， 浏阳市委常委会议要求认
真梳理浏阳社会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围绕贯彻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
发展效益。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李伟锋）
日前，株洲市相继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政
府常务会议， 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指出， 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努力
方向。

株洲市委要求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突出
学习领会，突出宣传宣讲，推动全会精神深
入人心,用全会精神凝聚人心、增进共识，
推动广大党员、 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荩荩（下转2版④）

10月28日至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这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会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
的《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会取得的重要成果、作出的重大部署，必将
有力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为“中国之治”贡献湖南力量———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栏，大力宣传阐释全会精神，营造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的浓厚氛围， 推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长沙：
确保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株洲：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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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龚颖） 记者昨天从省人社厅获悉，
日前，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公布第四届湖南
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通知》，经专家
评议， 报省委人才办审核备案和省人民政
府审定批准， 湖南日报社金中基等100位

同志被选拔为第四届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 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每人
一次性发放特殊津贴人民币10000元，由
省财政专项列支，免征个人所得税，颁发湖
南省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荩荩（下转5版）

100位同志享受第四届
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谢甜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始终
把抓好稳就业工作作为“六稳”之首，大力落实
去年底出台的促进就业“二十条”措施，全省就
业形势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喜人。

截至10月底，我省城镇新增就业74.23万
人， 同比增长 3.68% ， 完成年度任务的
106.04%。我省连续16年把城镇新增就业纳入
重点民生实事内容，今年，更是提前两个月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 谱写了一份就业惠民新答
卷。

“三个优先”促落实

数据统计显示，我省常住人口有6898.8万人，
16岁以上劳动力资源有5535.97万人，其中16～64
岁劳动力4657.51万人，从业人员3738.58万人。

一个人口大省必须守住就业基本盘。
今年， 省委常委会召开多次会议部署稳

就业工作。
5月，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邵阳调研时强

调，“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任务”。
7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人社

厅调研时强调，“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大的民
生”。 荩荩（下转3版）

今年初，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长许达哲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各地各部门在省委、省
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为抓手，围绕“为民服务解难题”，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在促进就业、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食品安全和完善教育、医疗、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从今天起，本报对12件重
点民生实事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报道，敬请关注。

11月8日至10日，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编
者
按

就业惠民的亮丽答卷

目标任务：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70万人。
完成进度： 截至10月底， 城镇新增就业

74.2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6.04%。

70万 74.23万

湖南日报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 贺
佳）11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应邀率中共代表团从北京启程，赴
卢森堡、挪威、柬埔寨三国进行为期10天
的交流访问。

访问期间， 代表团一行将与上述三国
政党、议会、政府负责人深入会谈交流，实
地考察知名企业，并出席相关经贸活动，全

面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进一步加强党际交流、深
化经贸合作、巩固传统友谊，推动湖南优势
企业加快“走出去”、更好对接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有关负责人随团
访问。

杜家毫率中共代表团
访问卢森堡挪威柬埔寨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李
永亮）今天，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第二届
联席会议在株洲召开。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批
示中强调，长株潭3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关于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努力把长株潭打
造成为全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杜家毫在批示中指出， 推动长株潭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是湖南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湖南走在中部崛起前列的重要支撑。
长株潭3市要积极借鉴国内外一体化发展的
有益经验，持续深入推进规划、交通、产业、环
境和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努力把长株潭打造
成为全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要进一

步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
分割，既要干好“自己的事”，也要做好“我们
的事”，把共商共建共享的机制做优、把合作
共赢的方式做活、把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做强，
共同推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更好造福三市
人民，促进全省发展。

荩荩（下转2版②）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第二届联席会议在株洲召开，杜家毫作出批示
努力把长株潭打造成

全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