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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上午，全省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在长
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认真总
结宝贵经验，持续巩固改革成果，以深化
机构改革新成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省领
导乌兰、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张宏森、李殿勋、
姚来英、刘莲玉等出席。

杜家毫指出，地方机构改革是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
整体性、系统性、重构性的改革。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省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如期完成，
取得重要成果。突出完善党对重大工作
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
突出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升了
机构履职效能；突出构建运行畅通、充满
活力的工作体系，确保了上下贯通、执行
有力；突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适应了
形势任务需要；突出强化各领域各层级
统筹，增强了改革整体效应。实践证明，
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战
略决策完全正确，充分彰显了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杜家毫指出，在全省机构改革实践
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一些做法经验，就是
始终坚持对标看齐、令行禁止，始终贯穿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条主线，始
终扭住优化协同高效这个着力点，始终

强化“一盘棋”抓改革，始终突出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始终注重做深做
细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好的经验做法，既
是对这次机构改革实践的总结，也为推
动其他各项改革落地落实提供了有益启
示，我们要切实运用到全面深化改革的
具体实践中去。

杜家毫强调，要持续巩固深化机构
改革成果，推动机构改革由物理聚合向
化学融合转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要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上聚焦发力，党委议事协调机构
及其办事机构要自觉从党委角度和全局
高度想事情、抓工作，各级党委工作机关
要带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
把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
在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实现优化协
同高效上聚焦发力，进一步厘清关系、落
细举措，织紧织密责任链条，加强归口协
调管理，形成职责明确、协同高效的运行
机制。要在加快构建事业单位公益服务
新格局上聚焦发力，对行政类、公益类、
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实行分类推进、精
准施策，更加突出强化公益属性和创新
体制机制，加快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
开、管办分离。要在抓实基层改革、创新
基层治理上聚焦发力，结合落实省委关
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1+5”文件要
求，深入推进乡镇（街道）机构改革，加快
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抓好审批服务便民
化改革，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在推
进机构编制规范化、科学化、法定化上聚
焦发力，对机构编制违纪违法行为，要严

肃追责问责。
杜家毫强调，要以机构改革为推动，

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改革工作的体制机
制，强化主体责任、狠抓改革落实，坚持
分类推进、突出改革重点，加强系统集
成、注重改革实效，尤其要把主要精力聚
焦到关系全局的关键改革、事关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改革
上来，着力抓好争创自贸试验区、推进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完善应急管理体制
机制、推进疾控体系改革等重点改革任
务，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许达哲指出，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深刻认识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的战略定
位、目标使命、原则方针，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把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机构编制条例》作为“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和省委深化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狠抓工作落实、努力提高工作本
领，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将会议精神迅速
转化为落地措施，明确路线图、时间表、
任务书，持续巩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
改革成果，不断健全我省机构职能体系，
加快提高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要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统筹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使机构编制和改革工
作更好满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
要，满足当前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需要，更好服务全省高质
量发展。

杜家毫在全省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

以深化机构改革新成效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许达哲主持 李微微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2019 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
统一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思想政治引
领，凝聚共识，聚力中心工作，担当尽责，
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力量支持。
把握使命，画好新时代“同心圆”。回

眸2019，全省统战工作精彩纷呈。

凝聚共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镜头】
2019年 7月 22日至 24日，省委统战

部组织我省党外人士代表来到浙江嘉兴
和杭州，瞻仰红船，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
等，开展学习考察和暑期谈心活动。参加
活动的党外人士代表纷纷表示，要坚守
多党合作初心，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好同事。 ▲ ▲

（下转6版）

把握使命，画好新时代“同心圆”
——2019年全省统战工作回眸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湖南日报2月 24日讯（记者 段涵
敏）2 月 24 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2020 年 2 月 23 日 0-24 时，湖南省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0 例，
新增重症病例 0例，新增死亡病例 0例，
新增出院病例17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2例、株洲市
3例、湘潭市4例、邵阳市2例、岳阳市4例、
常德市1例、娄底市1例。

▲ ▲

（下转2版③）

湖南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291例，累计出院721例

湖南日报 2月 24日讯（记者 冒
蕞）今天下午，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就关心爱
护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专门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关心
爱护医务人员、春耕生产、减免企业社
保费、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信心，坚
定不移把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
抓落地，做到农时不耽误、企业早复
工、交通保畅通、基层严防控。要坚持
分级分区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抓紧抓
实抓细复工复产条件下的各项防控工
作。要狠抓复工复产精准服务，积极恢

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做好煤电油气
等保障工作，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
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要加大
民生兜底保障力度，把稳就业与脱贫攻
坚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组织和服务，帮
助农民工返岗复工。要密切监测疫情和
经济运行情况，全力做好“六稳”工作。

会议原则同意《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办好八件实事的通
知》。会议强调，要实实在在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办实事，强
化生活保障、安全保障、人文关怀，帮
助解决其家属的实际困难。

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及农业农村
部春耕生产有关会议精神，原则同意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当前农
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强调，
要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加大对种
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
主体的扶持力度，围绕稳定粮食产量、
恢复生猪生产等重点环节和难点问

题，抓重点、补短板，确保农业生产不
断档、农村发展不放缓，全年农业农村
发展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会议强
调，各级人社、税务、财政、统计等部门
要加强协调配合，优化办事流程，不折
不扣落实国家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负担。

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食安委第二
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最严”、坚持系
统治理、坚持产管结合、坚持跟踪问效，
守住不发生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线。

会议原则同意《2020 年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措施》。会议强调，要强化责
任担当，突出重点、严格考评、讲求实
效，激发各市州、县市区、园区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善于破解
难题、勇于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要主
动与国家部委汇报衔接，争取国务院
更多激励支持。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 2020年省重
点建设项目建议方案（第一批）》。会议
强调，要抓关键、补短板，加强协调服
务、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建设责任、强化
监督管理，正确处理重点项目建设和防
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关系，加快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投资、稳增长。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屈剑林）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支持企业渡难
关、保经营、稳发展，今天，经报省人民
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省统计局联合发

布《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阶段性
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

对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意见》明确，从2020年2月起至6月，
免征全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
减免。以单位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参照执行；从2020年2月起至4月，减
半征收全省大型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予
减免。机关事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
参照执行。

▲ ▲

（下转2版②）

湖南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张尚
武）经省政府同意，省农业农村厅、省
财政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下
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当前
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年内实行
支农“十条”，助力抓好春耕生产，确保

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稳产保供，促进农
业农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支持双季稻生产。在全省 66 个早
稻生产重点县市区支持发展 300 万亩
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稳定水稻生产
面积。省财政按集中育秧面积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育秧成本补助。各
地要科学使用中央适度规模经营资
金，重点支持提供早稻机械化育、插

（抛）秧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省财政继续扶持 50 个具有标杆引
领作用的种粮大户。

▲ ▲

（下转2版①）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湖南支农“十条”播洒“及时雨”

湖南日报记者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
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
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
奋起。”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
发湖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
志、更务实的工作，坚决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
五”规划，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双胜利。

坚定必胜信念，不获全胜
决不轻言成功

“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
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
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
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

在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湖南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注入了强大力量。

“这是在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
键会议。”2月23日下午，省委常委会
第一时间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一致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

为我们做好下阶段各项工作增强了信
心、指明了方向。要进一步狠抓工作落
实，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工作本领，继
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
作，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省委作表率，各地见行动。长沙、
邵阳、怀化等地分别召开市委常委会
议,拿出更加精准、更加务实的举措，
推动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落地落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防控最吃劲时期, 既防松
懈、又防偏颇，以工作主动争取发展
主动。”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株洲
市坚持统筹推进、力量下沉，一方面
精准聚焦社区（村）、园区、厂区、商
区、校区，划小单元、扎紧“口袋”；▲ ▲

（下转3版）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湖南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乘坐专列
去复工
2月24日，湖南定制

返岗专列从娄底南站出
发，456名务工人员搭乘
G9628次定制专列前往
珠三角地区返岗复工。这
趟复工专列由双峰县人
民政府定制，从娄底南站
开往广州南站。

李建新 摄
（相关报道见9版）

全省近400万农民工返岗复工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谢甜甜）2月 22日 16时 12
分，湖南首趟定制返岗专列 G4132 从
怀化高铁南站始发。来自怀化的791名

务工人员乘坐专列，直达浙江义乌返
岗复工。

连日来，我省的“返岗直通车”
“返岗专列”忙碌在各交通线，把一车

又一车的农村务工人员“点对点”送
往全国各地企业，促进经济复苏。目
前，湖南省共派出专车 595 车次、专
列 2 车次，运送 15425 名农民工返岗
复工。全省共有近 400 万农民工返岗
复工。 ▲ ▲

（下转2版④）

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一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
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习近平
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为我们坚定信心，变压力为动力、化
危机为生机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
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三个“最”叠加一处，
印证着疫情的凶悍。但经过艰苦努力，目
前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危难之时、大考之下，世界再度见证了

“中国精神”所蕴含的坚不可摧、愈挫愈
勇的力量，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防控重大疫情，既是实力的对垒，更
是信心与意志的较量。面对疫情，中华民
族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神州大地一盘
棋、举国上下齐奋起，从“过节模式”快速
切换为“战时状态”。“不计报酬、无论生
死”，白衣战士勇敢逆行；从“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短时间拔地而起，到众多“方舱

医院”快速投入运营；从联防联控到群防
群治……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
中，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百姓，都在用自己
的方式为战胜疫情作出努力。

“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98大洪
水、03非典、08冰灾、汶川强震……不到
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刻度上，中华民族
在一场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奋起，一
代代中国人在磨难中成长。“我一生中从
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如此评价中国战“疫”的组织力、执行
力、行动力。回望历史，每次大考之后，是
力量的拔节生长，是精神的淬火成钢。

但是，全胜尚未来临，战斗仍将继
续。艰苦鏖战一个多月，一些参战人员难
免出现疲劳状态、产生厌战情绪；作为这
场较量的“副产品”，有的人谈病毒色
变，总觉得身边危机四伏；有的对能否
彻底战胜病毒信心不足；有的担心周边
国家日趋加重的疫情会对我们形成“倒
灌”；更多的人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忧
心忡忡……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大
可不必。对此，不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坚定信心，不被眼
前的困难所吓倒。

如此严重的疫情，长时间如此严格
的管控，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一
定冲击，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我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疫情的
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只要坚
决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八条措施，把我国发
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
来，就一定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从湖南来说，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
态势更加明显：确诊病例“新增数”连续
多日保持在个位数的低位，23日还出现
了“无新增”，治愈率明显提升，全省已无
高风险地区，78个县市区为低风险地区。
谋划早、措施实，企业复工复产稳步推
进，经济社会活力正逐渐复苏。当然，我
们决不可麻痹大意、松劲松懈，要一鼓作
气，务求完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经磨历劫，
百炼成钢。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就一
定能彻底战胜这场疫情；尽管有疫情的
干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目
标一定能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脚步，决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迟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