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孙敏坚 张斌

历史的峰回路转中， 总有一种精神贯穿
岁月、一脉相承。

2017年，秋日。朝霞静静地晕染韶山冲。
100多年前， 一代伟人毛泽东从这里出

发，背着行囊，踏着曙色，走向山外的世界，最
终走上风云激荡的革命道路， 带领年轻的中
国共产党，经磨历劫，苦难辉煌，让一个古老
的国家获得新生。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
即将动身前往北平， 毛泽东大手一挥：“进京
赶考去！”

马蹄声远，光辉影近。
2013年7月11日，还是西柏坡。站在九月

会议旧址前，神情凝重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提出“赶考”的问题：

“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
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
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这是一次跨越历史、面向未来的“赶考”。
这是一次勇于革新、永在路上的“赶考”。

就在这一年深秋，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
南， 对三湘大地正在火热开展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求———

“自始至终要把中央要求全面准确理解
好执行好，确保改进作风不走样、能持续、可
延伸。”

而在此前的2011年， 习近平也曾来到湖
南，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
廉建设……不断开创湖南改革发展新局面。”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湖南省委、省政府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坚持党要管党不松懈、从严治党不放松，不断

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推进， 奋力
在新“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牢记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
生态

“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
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

———习近平

有些镜头，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2013年夏天， 湖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启动。从夏到秋，以反“四风”为切入
口，涤作风之弊、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一
场精神大洗礼、作风大锤炼，在全省党员干部
中迅速展开。

这年深秋，天高云阔，大雁南飞。习近平
总书记轻车简从来到湖南，深入基层考察调研。

3天时间，访农村、看企业、进高校，日夜
兼程。在一个个考察点，总书记考的是发展业
绩，察的是干部作风。

湖南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家乡， 这片红
色热土深刻印证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深。在
桂东，“第一军规”讲述着军魂的光荣与不朽；
在汝城，“半床棉被” 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韶
山，“一碗寿面”寄托对伟人的绵绵思念……

1966年、1997年、2011年， 习近平曾三次
到访韶山，感受伟人情怀。

“重温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
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在
2011年春天的湖南之行中，习近平深情地说，

“今天我们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好、发扬好他们开创
的伟大事业，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在那次考察中， 习近平希望湖南以改革
创新精神，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2013年深秋的这次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

想得更远、思得更多。在全国范围内，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一场
涤荡神州的改进作风大潮洪波涌起。“党的作
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
死存亡……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掉横亘在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无形的墙。”习近平总书记
铿锵有力的话语， 揭示了这次活动的深远意
义。

3天的考察结束后，总书记与湖南党政干
部座谈，谈扶贫、谈发展、谈创新，更谈作风建
设———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越往后，越
要坚持标准、从严要求。如果整改措施没有落
实到末梢神经， 群众也不会认为活动取得了
实效。”

“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
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
按原则、按规矩办事。”

“自始至终要把中央要求全面准确理解
好执行好，确保改进作风不走样、能持续、可

延伸。”
语重心长、寄望殷殷。湖南省委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 旗帜鲜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以实际成效营造山清水秀的政
治生态。

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肇始， 以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以正风反
腐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湖南坚定不移
反四风纠陋习，抓细抓常抓长作风建设，刹住
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

在正风肃纪的铁扫帚强力清扫下，“舌尖
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舞台上的奢华”

“会所中的歪风”无所遁形，“领导就得前呼后
拥” 的特权意识式微了，“有权不用， 过期作
废” 的谬论破除了……党纪党风在熔炉中锤
炼，新风新貌在淬炼中焕发。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牢记
习总书记指示，湖南拧紧管党治党“发条”，牵
紧“两个责任”的牛鼻子，将责任层层叫响、级
级压实， 把从严治党的要求传导给每一个领
导干部、每一名共产党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从严治党必须抓住党政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从“脑子”开始，解决好

“总开关”问题。
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讲党课、专家辅导、

座谈交流；全员培训、集中轮训、专题培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省委始终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 通过多种形式推动讲话精神入心入
脑，切实增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

2017年2月27日， 怀揣着几分不安，18位
刚刚履新的省属国企主要负责人走进会议
室，接受集体谈话。在会议室等待他们的，是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等领导同志，规格之高前
所未有。

谈话主题非常明确： 剖析省属国企党的
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为什么现在国企改革这么难推进，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组织的战斗力弱了！”在
湖南国企改革进入涉险滩、过暗礁、闯激流的
“深水区”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以谈心谈
话会的形式为大家“提神醒脑、补钙壮骨”，发
出强烈信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锻造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荩荩（下转2版）

全面从严治党：书写“赶考”新答卷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系列述评之五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

■开栏的话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三湘儿女喜上眉梢、
盼在心里。湖南日报社派记者分赴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农林牧区、贫困地区，深入田间地
头、街道社区、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和机场车站码头， 与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一起，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聆听党的十九
大报告、共度十九大时光。从今天起，湖南日
报推出《十九大时光》专栏，以现场报道的形
式， 呈现我省基层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喜迎
十九大、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的生动场景，和
爱党爱国、争做贡献的精神风貌。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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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唐建国）10月10日，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江华瑶族自治县
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作出批示， 要求各级组织部门履行好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职能职责，充分发挥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出席
会议并讲话。

杜家毫在批示中指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举措，也是组织工
作服务中心大局的直接体现。各级组织部门要

紧扣职能职责，围绕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建强基
层党组织、激活干部人才队伍、落实基层基础保
障，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
作优势，把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自觉行动，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荩荩（下转6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谷宁

10月11日上午9时，尽管天空飘着零星小
雨，韶山毛泽东广场依然热浪扑面。上千名游
客聚在这里，向毛泽东铜像深深鞠躬。

77岁的卫荣贵老人来自革命老区延安，
谈起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 老人笑得合不
拢嘴：“我们天天盼着呢。党的十八大以来这5
年，变化太大了。2012年，我跟老伴的退休工
资还不到2000元， 现在都有4000多元了。没
想到老了老了，反而有钱旅游了。十九大后，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从湖北武汉过来的

64岁的王瑞松接过话茬：“是啊是啊， 想着
十九大就要开了，我们兴奋得睡不着了。你看
看，毛主席家乡这几年变化多大！房子漂亮了，
交通便捷了，景区管理规范了。我们还能直接从
武汉坐高铁到韶山，只要两个小时，太方便了。”

2014年12月16日， 韶山高铁南站建成通
车，韶山步入“高铁时代”。从韶山出发，可以
直达北上广深等地。从长沙火车南站到韶山
南站，用时仅23分钟。同年12月31日，长韶娄
高速建成通车，长沙至韶山驾车时间缩短了
一半。“双高”建成，韶山融入“长株潭一小时
经济圈”。

荩荩（下转6版③）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何淼玲）
今天上午， 湖南省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15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田福德发布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政法工作有关情况。

近年来， 全省政法机关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
实中央政法委、省委的决策部署，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党对政法工
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法
治为引领，以改革为抓手，以公正为使命，
开拓创新，忠诚履职，无私奉献，全面提高
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
现了刑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交通事故、
火灾事故“五下降”，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两上升”，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
了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做出了积极
贡献。 荩荩（下转6版④）

新闻发布会内容详见6版

� � � � “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
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
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
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
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
呢？”

———习近平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江华召开

杜家毫作出批示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毛主席家乡韶山见闻

政法工作改革创新实现新跨越
刑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五下降”，

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两上升”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 省政协召开征求民主党派省委
和省工商联意见建议座谈会。 各民主党派
省委、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齐聚省政协，为
省政协今后五年工作出谋划策。 省政协主
席李微微出席座谈会并强调， 要更加自觉
地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四
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确保中共中央
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决策部署在政协履职
中得到贯彻落实。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 秘书长卿渐伟
出席。

座谈会上， 大家听取了省政协今年工
作情况的通报。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相关负责人提出了加强委员政治培训、提
高政治站位，做好民主监督五年工作规划；
高度整合三项职能， 加强省市县三级政协
组织、委员联动；完善政协云建设，提高开
放度；加强政协组织与党政部门沟通；

荩荩（下转6版②）

� � � � 李微微在省政协征求民主党派省委和
省工商联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作用

� � � � 7月5日，湘阴
县岭北镇沙田垸
柳林江巡防大堤
上，新党员面对党
旗， 高举右手，庄
严宣誓。 当天，26
名入党积极分子
获批“火线入党”。
他们持续坚守在
抗洪抢险第一线，
出色地完成了抗洪
抢险任务。

叶旭峰 摄

� � � �———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
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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