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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中俄执
政党对话机制第八次会议23日以视频
会议方式举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分别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对会议的举行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中俄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反对外部干涉，赋予两国合作
新的战略内涵，充分彰显了中俄人民
的深厚友谊，体现了新时代中俄关系
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习近平指出，疫情在全球蔓延再次表
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

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中俄作为负责
任的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要继续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为携手
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反对霸权主义和单
边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 ▲

（下转2版③）

新华社长春7月23日电 八一建军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到空军航
空大学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
学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
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要贯
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
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努力开创学校建设发展新局面。

七月的东北大地满目葱翠，生机盎
然。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

大学。在学校航空馆，习近平察看了东
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和学校建设情况展
陈。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所航空学校，大家团结奋斗、艰苦创
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孕育形成了东
北老航校精神。习近平叮嘱大家铭记光
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训练场上，飞行学员正在进行专项
体能和抗眩晕训练。现代空战对飞行人
员身心素质要求高，学校设置了平衡操、
滚轮、旋梯等训练内容。习近平来到训练
场，看到飞行学员正在进行旋梯训练，他
亲切地同大家交流。不远处，功能性训练

热火朝天、各具特色，习近平边走边看。
抗载荷能力训考一体机是学校自主研发
的训练器械，学员们练得很投入，习近平
看得很仔细。习近平勉励飞行学员好好
学习，刻苦训练，科学训练，早日成为蓝
天雄鹰，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随后，习近平来到无人机实验室，察看
无人机操控教学设施，了解无人机操控员培
养情况。习近平说，现在各类无人机系统大
量出现，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
要加强无人作战研究，加强无人机专业建
设，加强实战化教育训练，加快培养无人机
运用和指挥人才。

▲ ▲

（下转2版①）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中国少
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3 日
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少先队员、少先
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少先队是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广大少先队员在少先队这所大学校里
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从小培养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展
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

（下转2版②）

习近平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

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

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到空军航空大学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向学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这是习近平察看无
人机操控教学设施，了解无人机操控员培养情况。 新华社发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习 近 平 致 信 祝 贺
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团结

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值此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
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
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少先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预备队。广大少先队员在少先队这所

大学校里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从小培
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展
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新时代，少先
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培
育时代新人，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
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
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
及全社会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支持，
为新时代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提供有利条
件。共青团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
发有为，为红领巾增添新时代的光荣。

习近平
2020年7月23日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贺 信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八次会议举行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致贺信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湖南省督查组近期开展脱

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至26日，每天上午9—12

时，下午2—5时受理举报，电话：12317。特此公告。

公 告

湖南日报7月 23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今天下午，国务院廉政工作会
议后，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紧接着
部署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他强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
部署，在省委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担当，推
动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

成效，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省领导傅奎、谢建辉、何报翔、隋忠
诚、陈飞、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朱忠
明，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会议。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去年全省政府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下一步，要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扎实做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许达哲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监管。

▲ ▲

（下转2版④）

许达哲部署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要求

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部地区短时降
雨量大，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四水同时遭遇
汛情，洞庭湖长时间超警。已持续50多天
的汛期里，20轮强降雨轮番袭击，350多处
各类险情频发，34.7 万人次群众紧急转

移。在这样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我省抗洪
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科学预防功不可没。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打无准备之
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
备。”抢险救灾如打仗，不打无准备之仗，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提前预警就是“准
备”，科学防范意味着多一份取胜的“把

握”。绥宁县利用山洪预警系统，实时监
测掌握雨量和水位情况，在暴雨袭来前
成功转移群众数千人；借助北斗地质灾
害监测系统及时预警，石门县雷家山虽
然发生近年来我省罕见的山体滑坡，却
能做到不伤一人； ▲ ▲

（下转4版②）

防汛救灾，防胜于救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7月19日，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湖
南消费扶贫公共服务
平台联合抖音官方开
展的 717“真湘好物市
集”活动中，湖南省扶
贫办副主任李美云与
抖音达人“衣哥”一起
为全省扶贫产品直播
带货。6个小时的带货
活动中，销售扶贫产品
近千万元。

消费扶贫是帮助

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重要方式之一。
今年，湖南克服疫情影响，依托网络平
台，拓展线上渠道，通过线上开店、直

播带货等方式，扶贫产品线上卖火，助
推全省消费扶贫升级。▲ ▲

（下转4版③）

产品出深山，线上一片火
——湖南依托网络平台助推消费扶贫升级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努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湖南企业界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
好”“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
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
权”“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
组织者、引领者，在困境中实现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

7 月 21 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一番暖心鼓劲的话，让

湖南企业家们深感振奋。大家表示，
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创新实干担当
作为，弘扬企业家精神，努力成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信心满满，不辜负总书记
的殷切期望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
感觉信心满满！”21日座谈会刚结束，

兴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国平就
兴奋地告诉记者，总书记指出市场主
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
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
要推动者。作为省属大型国企，兴湘
集团坚决担当作为，助推省属企业特
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不辜负总
书记的殷切期望。面对疫情大考，兴
湘集团参与湘电股份定增、摘牌湘电
风能；

▲ ▲

（下转4版①）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贺威）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乌兰参加中国少

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代表
团学习贯彻活动。她寄语广大少年儿童

在党的关怀和星星火炬照耀下，传承红
色基因，珍惜美好时代、认知强国使命、
努力成长成才，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国
梦的美好未来接力奋斗。

乌兰肯定近年来全省少先队工作取
得的新进步新发展。 ▲ ▲

（下转2版⑥）

乌兰参加第八次全国少代会湖南代表团学习贯彻活动时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

芳华早逝 青山长忆
——追记桂东县青山乡原副乡长方璇

文史类550分，理工类507分

湖南94058人上“一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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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陈昂
昂）7月22日至23日，省政协主席李微
微率领调研组赴衡阳，就“提升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课题
进行调研。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调研。

根据全国政协委托我省就“十四
五”规划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相关重点问题
开展专题调研的任务安排，结合省
政协 2020 年度协商与监督工作计划
中“搭建协商平台，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效能”的界别协商课题，调研组一
行先后深入耒阳市和石鼓区等地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意见建
议。 ▲ ▲

（下转2版⑤）

李微微率队赴衡阳调研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
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邓晶琎

夏光轮转，饱藏蓬勃与热烈。
益阳三一中阳二期扩建项目工

地，重型起重机巨臂“飞舞”；桃源宝
特瑞能锂电池生产线项目，主体工程
基本建成……大暑之时，三湘大地产
业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今年以来，湖南继续推进产业项
目建设，深入营造了“以产业比实力、
以项目论英雄”的氛围和导向，充分体
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决
心。

省发改委介绍，上半年，以“五个

100”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项目建设进度
超去年同期，为全省经济增长实现“由
负转正”提供了有力支撑。

产业项目稳投资，有效对冲
疫情影响

7月22日，浏阳经开区迎来喜讯：
长沙惠科光电有限公司第 8.6 代超高
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完成主
体厂房封顶，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多天。

“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湖
南显示屏制造领域空白。”惠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智勇告诉记者，项目

部借“赛”促“战”，设立有效奖惩机制，
大家热情高、干劲足，个个争着干、抢
着干。

像长沙惠科这样只争朝夕抢工
期、抓进度的产业项目现场，在全省各
地比比皆是。

我省自 2018 年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
产业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
重要抓手。今年，湖南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产业项目作
为落实“六稳”“六保”的“先手棋”，吹
响了各地展开项目比拼、实现全年目
标任务的“冲锋号”。

▲ ▲

（下转3版）

越 过 千 山 声 浪 高
——湖南吹响产业项目建设“冲锋号”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