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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推进改革创新 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家石油天

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12月9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组建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是深化油气行业改革、保障油气安全稳定
供应的重大举措。对集团公司成立表示
祝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改革创新，建立科
学运行管理体系，通过放开两端促进形成
公平竞争的上游资源供应和下游销售市
场，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国

家战略、服务人民需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韩正表示，组建国家石油天然气管

网公司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和国资国企改
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油气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提高政治站位，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瞄准推动
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

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
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目标，把国家
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组建好、管理好、发
展好。

韩正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
统筹，密切配合，勠力同心打好油气管网运
营机制改革这场硬仗。相关油气企业和管
网公司要做到无缝对接，建立油气产运销
储贸协调运行机制，确保改革与生产运营
两手抓、两促进。要鼓励和引导地方管网
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管网公司要
聚焦主责主业，专注油气输送业务，坚持开

放透明、协作共赢，努力构建运营卓越、服
务完善的管网平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王勇、何立峰出席成立大会。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相关省区市、有关
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务院国
资委网站9日发布公告说，经国务院批
准，新组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
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列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企业名单。

精心宣讲突出实效
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湖北、湖南、吉林、黑龙
江等地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多样化的宣
讲活动，创新宣讲形式，结合当前群众普
遍关心的问题，把全会精神讲深讲透，用
全会精神凝聚人心、增进共识。

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
宣讲内容

记者近日在湖北、湖南等地采访了
解到，为全面准确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各地强调，参加宣讲的同志
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
备课，结合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把全会精神讲深讲透。

11月12日，湖北省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进行动员，
宣讲团成员系统研学，集中备课。湖北省
委宣讲团负责人介绍说，宣讲团成员精挑
细选，确保政治站位高、把握宣讲内容准。

11月底，来自湖南党政部门、省内
高校的35名湖南省委宣讲团成员进行
了集中备课。根据安排，省委宣讲团将
于 12 月底前完成 87 场集中宣讲。其
中，市（州）14场、省直机关20场、省内
高校32场、省属国有企业21场。

吉林整合现有资源、突出特色优

势，组建成立“青马”宣讲团、英模宣讲
团、“五老”宣讲团等特色宣讲队伍。其
中，“五老”宣讲团以政治觉悟高的老干
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
为主体，目前成员达558人。

创新宣讲形式，分层分类
宣传教育

为把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育人工作相结合，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化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各地
突出重视对年轻人的宣讲，让四中全会
精神在年轻人中入脑入心。

6日下午，湖南省委宣讲团成员蒋昌
忠在中南大学作了题为《迈向“中国之治”
新境界》的宣讲报告，中南大学近800名
师生现场聆听。听完报告，中南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19级学生张振宇说：“全会作
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们青年学生适逢
新时代，要以服务国家需求为己任，以当
好振兴发展生力军为使命，努力在民族
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黑龙江省一些市（地），依靠线上形
式组织收听网络宣讲，通过电视台、广
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微信、微博、短视
频平台等新媒体，发布全会精神宣传文
稿、视频短讯，在户外电子屏、公交站牌

等媒介平台上播放、张贴宣传核心内
容。

突出宣讲时效，推动精神
凝聚人心

为全面推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
神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和往实里走，各
地突出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做好当
前工作结合起来，以“田间地头宣讲”

“炕头式宣讲”“楼栋式宣讲”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抓好四中全会精神宣
讲。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建
了25000多个互助小组，入户宣传、上
门送学。湖南各级基层党组织还结合
第二批主题教育学习研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运用学习强国等载体，
组织广大党员学思践悟，确保学习贯
彻全覆盖、无死角。

“这种学习方式真好，像唠家常一
样，把自己的疑问全部解开了。”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太保镇长富村村民陈传玉
说，“板凳课堂”不限时间、不限地点，参
加学习的党员们围坐在一起，人气十
足，这样的宣讲方式大大提升了感染力
和吸引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办纪念
2019年国际反腐败日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京
举办纪念2019年国际反腐败日招待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致辞，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不断加
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国驻华使团长、柬埔寨王国驻华大使凯·西索达致答
辞，表示腐败是世界各国的公敌，中国反腐败的做法和经验值
得国际社会借鉴。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出席。

时隔十年丁俊晖英锦赛再夺冠
据新华社伦敦12月8日电 中国头号斯诺克球手丁俊

晖8日在约克以10比6击败马奎尔，第三次捧起英国锦标
赛冠军奖杯，而这次举杯距他上一次夺得这一赛事冠军已
有 10 年。这是 32 岁的丁俊晖职业生涯第 14 个排名赛冠
军，也是他两年多来第一个排名赛桂冠。

下期奖池：1655481325.91（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19329 4 1 2
排列5 19329 4 1 2 2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41 02 10 20 21 35 01+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10000000 30000000
0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澳门20周年纪实

1999 年 12 月 20 日，饱经沧桑的澳
门，回归祖国怀抱。

这一天，作为国家恢复行使主权的
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进驻澳门，
担负起履行澳门特别行政区防务的神
圣使命。

20 载军旗耀濠江，20 年风雨铸忠
诚。一代代驻澳门部队官兵模范践行

“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奋力锻造有效履
行防务的精兵劲旅，坚决维护澳门长期
繁荣稳定，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出色答卷。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驻澳门部
队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高举旗帜、矢志
强军，安不忘危、聚力备战，严守法纪、威
武文明，爱澳亲民、厚植人心，被誉为一
尘不染的“莲花卫士”，用实际行动书写
了威武文明的时代答卷。

（据新华社澳门12月9日电）

纪实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八一军旗
耀濠江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宣

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戴维·
帕努埃洛将于11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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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确定首批13个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为了探索形成交通强国建设

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交通运输部日前确定首批13个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地区，并正在开展第二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申报工
作。这13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分别为：河北雄安新区、辽
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