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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南昌5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0日至22
日在江西考察， 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
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下更大功夫，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功夫， 积极主动
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中
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奋力开创中部地
区崛起新局面。

初夏时节， 赣江两岸郁郁葱葱， 欣欣向
荣。20日，习近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省长
易炼红陪同下，深入赣州市的企业、农村、革
命纪念馆，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实
地了解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进展情况。

20日中午，习近平乘机抵达赣州，首先考
察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企业
展厅， 习近平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赣州

稀土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详细了解我国稀土
资源的分布状况、开发技术、应用情况以及生
产加工中采取的环境保护举措。在生产车间，
习近平仔细察看包装自动检测线、高性能烧
结炉等设备生产运行情况，同现场工人亲切
交流。习近平对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致力科
技创新、 注重生态修复的做法给予肯定。他
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
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行业发展制高
点。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
资源。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
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
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
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20日下午，习近平
转乘火车来到于都县， 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碑， 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
于都县城东门渡口， 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并三鞠躬。他缓步绕行纪念碑，仔细察看
基座上的浮雕， 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和中央
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纪念馆内，
习近平听取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情况
介绍， 在一张张图片、 一件件实物前驻足察
看，同大家不时交流，回忆当年的历史。他强
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一定要牢
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建
立起来的， 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
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
长征途中， 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
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
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
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 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
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天，在新长征路上，
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
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
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
意志。

在纪念馆一楼， 习近平会见了于都县的
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习近平动情地
说，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
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国家发展
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
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
的父老乡亲。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照顾好
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红军、 老同志以及
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习近平祝愿他们身
体健康、生活幸福。

纪念馆外的广场上， 热情的群众闻讯赶
来，高呼“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了！”习近平
对大家说， 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继往开来
再出发！

于都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特点，适

宜发展蔬菜产业。 习近平来到梓山富硒蔬菜
产业园， 走进蔬菜大棚， 了解于都县蔬菜产
业发展情况。 正在劳作的乡亲告诉总书记，
产业园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贫困
户”发展模式，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户均年
增收近万元。习近平表示赞赏。他强调，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
能过上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后的日
子会更美好。

随后，习近平来到梓山镇潭头村，察看村
容村貌。红军烈士后代、退伍军人孙观发看到
总书记来了， 率一家老小热情邀请总书记到
家里做客。 在孙观发家， 习近平仔细察看厨
房、卧室、后院和厕所，对他家住房和卫生改
善状况表示欣慰。随后，习近平同孙观发一家
和当地镇、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关切询
问他家收入怎么样、儿子儿媳在哪里就业、孩
子在哪里上学、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家里
还有什么困难和愿望。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规划
及政策新闻发布会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举行。长沙以21条支持政策真
金白银推动“种业硅谷”建设。“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出席。

会议发布了《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
发展规划（2019-2025年）》（以下简称《规

划》）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
“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 加快建设发展
的意见》。《规划》明确，长沙·中国隆平种业
硅谷的空间总体布局以“一园”（隆平高科
技园）为核心区，以“六镇”（长沙县春华镇、
路口镇、高桥镇、金井镇、开慧镇、福临镇）
为拓展区，以“多基地”（多个省内、国内、国
外基地）为辐射区。 荩荩（下转2版②）

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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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进一
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做好“两不愁三保障”及国家考核反馈问题
整改等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
决胜阶段的工作力度，牢牢把握攻坚方向，聚
焦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列
出问题清单，逐项对账销号，以精准的措施、
过硬的作风保证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确
保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省领导乌兰、谢建辉、张剑飞、隋忠诚、吴
桂英、戴道晋、张健出席。

“今天既是一次学习会， 也是一次交流
会，大家要把问题找准、把底数摸清、把原因
讲透，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会议伊始，

杜家毫开宗明义，希望与会人员开门见山、直
奔问题去。 围绕国家考核问题整改、 作风建
设、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安全饮水以及教育、
兜底、住房、医疗保障等主题，省扶贫办、省纪
委省监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
住建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负责同志分别谈
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不足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杜家毫在充分肯定全省脱贫攻坚成效后
说， 当前，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全面对标看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结合
各自工作实际， 逐字逐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对照梳理短板弱项、学习
方法举措、明确目标任务，坚持用心用脑、精
准精细，尽锐出战、一抓到底，全面、准确、坚
决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和工作中的短板薄弱
环节，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坚持分
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逐项对账销号，真正
做到干一件成一件，攻下一个“堡垒”就巩固
一块“阵地”。要一手抓脱贫摘帽，一手抓巩固
提升，把防止返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稳定
脱贫攻坚政策和工作体系， 充实扶贫工作力
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更多政策、资源、力
量向基层一线倾斜， 形成推进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确保脱贫攻坚质量和成色。要结合即
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一方面压紧压实
工作责任，另一方面更加关心关爱扶贫干部，
坚持科学精准问责追责，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培养、锻炼干部，
激励广大干部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21条新政支持“种业硅谷”建设
《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规划（2019-2025年）》发布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省政协《委员公开课》视频学习
栏目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副主席戴道晋、张健出席启动仪式。
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媒体
代表和大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委员公开课》是一档分享、思考、交流
的视频学习栏目， 今年的主题为“最美中
国”，将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政协委员代表进
行授课， 以政协云为载体组织各级政协委
员和机关干部进行学习， 进一步推进各级
政协学习联动与工作互动。“青年学子观察
员” 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是栏目一大亮点，
“青年学子观察团”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担任

主持人，就相关主题与委员展开对话，碰撞
出思维的火花。

李微微指出，开办委员公开课，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汪洋主席关于创新推
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切实举措，
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的有效手段， 是展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面
貌新风采的重要途径。 要面对公众考虑用
户需求，进一步传播政协历史、政协知识，
挖掘青年有序政治参与的力量， 广泛凝聚
社会共识。

启动仪式后，围绕“法律之美”主题，
《委员公开课》进行了第一期录制。

李微微在《委员公开课》启动时指出

展示委员履职成果 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图为习近平在赣州市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听取有关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情况介绍。
均为新华社发

杜家毫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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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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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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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
� � �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5月20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西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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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容不得任性妄为
———无视规则必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