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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
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剖析了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
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行动纲领。 中国共
产党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
体会议，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有序推进全省各
领域各环节改革，加快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行了研究部署， 作出如下决
议。

一、充分认识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意义，增强全面
深化改革的进取意识、机遇
意识、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
大革命，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
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抉择。 回顾过去35年来的发
展历程， 我们党靠改革开放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靠改革开放激发全体
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改革

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面
向未来， 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
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始终高
扬改革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湖南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的动力之源，是湖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 改革开放以
来， 我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面貌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靠的就是坚持不懈
推进改革开放；我省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实质上是改革开放的差距。 在前进
道路上， 我省要解决发展不充分、不
全面、 不持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
进“三量齐升”，推动“四化两型”，实
现“两个加快”“两个率先”，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是唯一出路。 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坚
定决心、信心和意志，以更大的政治
勇气和智慧、 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毅然决然地全面深化改革。 要牢固树
立进取意识，全面把握时代发展新要
求、湖南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
待，切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紧
迫感，全面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
务，力争在两型社会改革建设等领域
走在全国前列； 牢固树立机遇意识，
紧紧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千载难
逢的历史性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湖南

的独特优势，务求在全面深化改革创
新的历史起跑线上迎难而上、后来居
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赢得未来；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以对
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的
态度，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和敢为人先的精神，紧紧抓住改革创
新的接力棒奋勇追赶、 矢志向前，勇
于负责、敢于担当，团结带领全省人
民全面推进各项改革。

二、深刻把握全会精神
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首要的
是反复研读全会文件，原原本本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决定》，
掌握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用全
会精神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1.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导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
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
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

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
的前景。 全省上下要坚定不移贯彻落
实这个指导思想，并贯穿到改革发展
各领域各环节。

2.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党中央确立这个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
这个总目标来谋划、 推动各项改革，
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主要任务。《决定》紧紧抓住当
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突出经济体
制改革牵引作用，提出了“六个紧紧
围绕”的改革路线图，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
党的建设等方面，具体部署了全面深
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全省
上下要按照《决定》作出的各项部署，
紧密联系本地本部门实际，以经济体
制改革为重点，以“六个紧紧围绕”为
行动指南， 找准改革切入点和着力
点，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领域
各环节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
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 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
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4.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加强和改
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的重要要
求。《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全省
各级党组织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
和战斗堡垒作用。

5. 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依靠力量。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是全会确定
的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35年一条宝贵
经验，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
人民推动改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任何改革都不
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要始终坚持改革
为了人民和改革依靠人民， 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从人民利益
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充
分调动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同全省人民一
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三、全面贯彻落实各项
改革任务，不失时机推进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

当前我们要着眼发展全局，立足
湖南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实施分类
指导。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对国家层
面统一主导和操作的重大改革任务，
要紧跟中央、坚决落实；对本省可自
主决策、大势所趋、作用关键、条件成
熟的重大改革，要大胆推行、加快进
程；对本省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大方
向正确，但政策法规一时又拿不准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先探索
试点，再总结推开。

1.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
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始终突出经
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 发挥经济体
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带动作用。
继续抓好六项国家级改革试点。 加
快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按时
完成省市县机构改革任务。 建立健
全市场规则，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
价格的机制， 深化土地、 金融、 科
技等要素市场改革。 坚持和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继续抓好和全面深化省属和
市州国有企业改革； 废除对非公有
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 鼓
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下转3版①）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议

（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冬日的阳光， 暖暖地撒在
石门县所街乡的麻纳峪村。 作
为常德市委确定的重点扶贫
村，一年之后，究竟发生了哪些
变化？ 12月14日，记者随着常
德市委书记王群和市直有关部

门的负责人，专程来到村里。
这个地处石门西北山区的

贫困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全
村678户2200人， 其中智障等
残疾人就有220多人，行路难、
居住难、 就学难、 饮水难等问
题，长期困扰着村里的发展。

(下转4版)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青）今天上午，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在中国少年先锋
队湖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式上勉励少先队员，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为实现中
国梦增添强大红领巾能量。

省领导谢勇、李友志、张大
方、姜英宇出席。

省第五次少代会以来，全
省少先队广泛开展“红领巾心
向党”、“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等
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广大

少年儿童胸怀祖国、勤奋学习，
展示了新时期湖湘少年儿童良
好的精神风貌。

孙金龙说，少先队员是祖国
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 实现中
国梦，谱写湖南篇章，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历史的接力
棒必将传到少年儿童手上。希望
大家从小树立报效祖国、奉献社
会、服务人民的雄心壮志，把个
人的梦想汇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勇于立志、敢
于追梦； （下转3版②）

孙金龙在省第六次少代会开幕式上勉励少先队员

为实现中国梦
增添红领巾能量

麻纳峪村的暖冬

嫦娥三号成功落月
中国探测器首次登上地外天体

12月14日， 嫦娥三号平稳落月， 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成功。 这是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平稳落月的
嫦娥三号探测器。 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详见8版＞＞＞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提出推进城镇化六大任务———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第
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第三，建
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第四，优
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第五，提高城镇建
设水平。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详见4版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白瑞雪
李宣良） 嫦娥三号探测器14日21时11分成功
落月，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自
主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落月是从15公里高度开始的。 11分钟的
落月过程中，嫦娥三号依靠自主控制，经过了
主减速段、快速调整段、接近段、悬停段、避障
段、缓速段等6个阶段，相对速度从每秒1.7公
里逐渐减为0。在距离月面100米高度时，探测
器暂时停下脚步， 利用敏感器对着陆区进行
观测，以避开障碍物、选择着陆点。 在以自由
落体方式走完最后几米之后，平稳“站”上月
面的4条着陆腿触月信号显示，嫦娥三号完美
着陆月球虹湾地区。

这是人类第130次探月活动。 12月2日1时
30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嫦娥三
号是我国发射的第一个地外软着陆探测器和
巡视器，也是在1976年苏联“月球24号”探测器
登陆月球后第一个重返月球的人类探测器。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
第二步，在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同时，嫦娥三号
还肩负着突破自动巡视勘查、深空测控通信、
月夜生存等关键技术的使命。

由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组成的嫦娥
三号月球探测器总重近3.8吨。 在接下来的几
个小时里，“玉兔”号将驶离着陆器，开始为期
约3个月的科学探测，着陆器则在着陆地点进
行原地探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