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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
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深刻领会、认真贯彻
这一重要精神？党的十九大会议期间，记者就
此采访了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副书记乌兰。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乌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我们党迈进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报告的一个十分鲜明特点和十
分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
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确保党在世界形势
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
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
著，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团结统一更
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
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但是，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四大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清醒地
认识到党的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我们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差不多了
的想法，必须以坚如磐石的决心、持之以恒的

意志，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乌兰说，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贡献，是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
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历史性的决策、历史性的
贡献，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
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

荩荩（下转3版②）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访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副书记乌兰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22日晚和23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和第四次
会议，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
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决定将
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据了解，从10月21日开始，各代表团对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大会主席团通
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
名单进行了认真酝酿。代表们认为，这个名
单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 充分发扬党内
民主产生的，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

战线、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
整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较均
衡，群众基础比较好，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
的方案。

10月22日下午和23日上午， 大会举行
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
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按
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 预选采用差额选
举办法，差额比例均多于8%。整个预选工作

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 在监票人的监督
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预选结果
合法、有效。

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程安排，
23日下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
酿主席团第三次、 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央
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
名单。

24日上午，大会将举行正式选举。

党的十九大主席团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通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习近平主持会议

左图：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
会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上图：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
会议。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均为新华社发

评论员观察

湖南日报评论员

连日来，湖南省委宣传部、人民网、湖南
教育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节目《社会
主义有点潮》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湖南卫视
的首播，观众达7680万人次；人民网《今天，我
们聊聊社会主义》 的推介文章一上线，2小时
点击量超过6万，一天之内达到“10万＋”；23日，
在全球媒体的聚焦下， 十九大新闻中心的大
屏幕滚动播出了这套节目的宣传短片。

一部阐述“概念”、陈述“主义”的主旋律
电视片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关注，绝非偶
然。100年前，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列宁面对敌
对者的舆论攻击，慨然陈词：有人说共产党
能够唤起人心主要是共产党人擅长宣传 ，
不！是因为共产党人掌握了真理！固然，《社
会主义有点潮》运用了生动的对话、鲜活的
画面让人们感觉耳目一新、引人入胜，但更
多的是借助社会主义真理的魅力、逻辑的力
量获取了人心。

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历史已然证明：社
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开展以来，它对生产
力的解放、对消除剥削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
作用，即便是在视它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
阵营，其影响力也傲然存在：上个世纪三十
年代，在美国国会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
会上，有人甚至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
宣言》第18页逐字逐句抄来的”。可偏偏就是
这一法案挽救了当时深陷危机中的美利坚！
星移斗转，沧海横流。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
更是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正名。

“逻辑的力量胜过一切刀剑与枪炮。”
《社会主义有点潮》 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作
为强大“思想的武器”的力量，展现的是社会
主义思想500年来多姿多彩的演变与发展，
从“乌托邦”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到
科学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的革命尝试到
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从“经典”苏
联社会主义模式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自
主探索，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探索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当代社会
主义最典范的代表。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当代社会主义是从源与流的辩证统一中而来，
社会主义的探索一直是与各种伪社会主义、
非主流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区分相伴而行；
是从进与退的辩证统一中而来 ，经历多国
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败 ，昂首向前的
步伐始终未变；是从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而
来，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把一种模式作为绝对
真理,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发展完善中充注旺
盛的生命力。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近
三十年以来， 因为前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颜色革命”的出现，否定社会主义，攻击社会
主义浪潮涌起。进而，国内也出现过道路不自
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文化不自信的
低迷。

荩荩（下转3版①）

历史的潮流 真理的力量

全球首列智轨列车株洲“上路”
将于明年春节前后正式投入运行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黄利飞）今天，省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湖南
经济发展“成绩”：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4492.2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5%，比全国同期平均增幅高0.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加快转型的
发展态势。” 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黎雁南
介绍。

据发布，前三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
值2458.29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
增加值9999.23亿元，同比增长6.3%；第三
产业增加值12034.77亿元，同比增长9.7%。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0.0∶40.8∶49.2。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呈现四大亮点。
需求增长总体稳定。 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2.6%， 较上半年快0.2个百分
点；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5%，商品消费保持稳定；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56.5%，增速全国第二。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进一步
向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同比提高1.1个百
分点；生产技术水平提升，规模工业中高加
工度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同
比提高0.8个、0.3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改善，
第三产业投资占比提高至60.8%。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财政收入提质，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7.6%，比
上半年快1.4个百分点， 非税收入占比降
低；企业效益转好，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5%；

荩荩（下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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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前三季度
经济增长7.5%
比全国同期平均增幅

高0.6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评论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没有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民
族复兴的梦想必然会沦落为空想。十九大报
告将党的领导摆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提出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就必须更加坚定地推进以自身建设为
核心的伟大斗争，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确保党领导核心的地位。

党的建设和从严治党，是过去五年激荡
中国大地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工作。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战略布局，以“不得罪贪腐分子，就会得
罪13亿人”的高度政治自觉正风肃纪、反腐惩
恶，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刹住了许多人认为
不可能刹住的种种歪风邪气，党的纯洁性得
到了强力修补，以党风之变引领社会风气之
变，增强了社会层面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正因如此， 十九大报告对过去五年全面
从严治党，总结为“成效卓著”。

但越是成绩巨大，越要保持清醒的研判。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
多变，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
素复杂多样，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 组织不
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严峻复杂的形势， 容不得党在自身建设上有
任何“差不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
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 不能有初见
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使命呼唤担当，奋斗开创未来。着眼于新
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十九大报告对全面从严
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的要求：从“打铁还
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到“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建设”；对于反腐败斗争，报告提出要“巩固压
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在“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之后，提出“重遏制、强高压、长
震慑”。这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真正体现了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理念与决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
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自身必须始终过
硬， 必须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凭借着不断增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
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引领新时代， 党就应当有新气象、 新作
为。营造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就必须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始
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以加强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
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全面从严治党，战斗未有穷期。

全面从严治党，战斗未有穷期

担负起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从党的十九大看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2版

听，来自基层党代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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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吐鲁番日报记者 文志辉 通讯员 姜杨敏
左鹏）今天下午，一辆3节车厢的“特别列车”，
奔跑在株洲市区街道， 引得市民全程围观。
这个长达30多米的“钢铁巨兽”，是由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发布的全球
首列智能轨道快运系统列车（简称“智轨
列车”）。

今天，2017中国（湖南）国际轨道交通
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在长沙和株洲举行。
在今天召开“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技术与发展
论坛”上，株洲市宣布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
系统示范线一期工程体验线完成基本建设，

开始线路匹配测试与试运行。 今天下午试乘
活动中，来自轨道交通行业、研究院所的120
余名嘉宾， 现场体验了智轨列车带来的高科
技享受。记者体验发现，列车融合了有轨电车
和公共汽车的优势，乘坐感觉平稳舒适。

“智轨列车没有有形的轨道，但有虚拟
的轨道。”中车株洲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冯
江华介绍，“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是智轨列车
核心技术， 以车载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
道，通过中央控制单元指令，调整列车牵引、
制动、转向的准确性，精准控制列车行驶在
既定虚拟轨迹上，实现智能运行。

荩荩（下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