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担当善作为，
一寸丹心向日明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前三季度
全省经济形势，研究部署后段经济工作。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准确把握经济
形势，切实增强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坚持高
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
确保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会上， 省政府党组汇报了前三季度全省
经济运行形势和后段工作打算。 省领导和省
直有关部门围绕投资、重大项目建设、优势产
业发展、工业经济运行、财税收入、粮食生产
等主题作了发言， 大家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
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 有力有序做好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产业项目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各项工作，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主要经

济指标明显回升，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逐渐增多，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
坚实基础。把握经济形势、做好经济工作，既
要善于看长远、看大势，也要坚持全面地看、
辩证地看。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保
持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变压力为动力、化
挑战为机遇，用心用脑、精准精细做好各项
工作。

会议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落实到经济工作上就是坚持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高
质量发展。保持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
预期目标任务，就是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要
稳住经济增长， 围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 扩大有效投资， 使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加快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补短板、惠
民生重大项目建设， 继续加强工业服务业运
行监测，提高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率、开工率
和投产率， 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和实际
增长点； 坚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同时抓重
点、堵漏洞，做到应减尽减、应收尽收，不断提

高财税收入质量； 继续加强就业服务引导和
劳动力市场整治，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城镇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引导和帮扶； 在家
电更新换代、信息消费、文化旅游、健康养老、
发展夜经济等方面精准发力， 着力稳定服务
业和消费。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积极盘活各
类资金资产资源，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金融
风险防控；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危房改造、控
辍保学、饮水安全等工作，加强对口联点帮
扶，确保完成年度脱贫任务；按照既定时序
目标，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问
题整改、长江经济带突出问题整治。要层层
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措施，强化隐患排查整
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稳定底线、生态底线、
廉政底线。

会议强调，要提前谋划好明年工作，依法
精准科学做好统计工作， 主动对接和用好中
央重大战略和国家政策， 全面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积极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形成做
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分析前三季度经济形势
研究部署后段经济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 � � �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4日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
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
国贵宾。

金秋时节，十里外滩，浦江两岸，广厦林
立，流光溢彩，一派繁荣景象。拥有近百年历
史的和平饭店与不到30年间拔地而起的陆家
嘴金融中心交相辉映， 共同见证申城的发展
变迁和中国的开放历程。

晚6时许，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
总理霍尔尼斯夫妇、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
妇、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方贵宾陆
续抵达。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他们亲切交流并
合影留念。

晚7时许，宴会开始。习近平发表致辞，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
和嘉宾的到来。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上海就有“江海

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引领中国开放
风气之先， 近几十年来更成长为一座国际化
大都市。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
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华大地发生
了沧桑巨变。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
体会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

习近平强调，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国

和企业广泛参与， 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 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又一
重要平台。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
扩大进口， 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
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 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
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
天下利， 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让我们
共同扬起合作之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
推动世界经济之船扬帆远航， 驶向生机盎
然的春天。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大家共
同举杯， 预祝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
满成功，祝愿各国发展繁荣、人民幸福安康。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
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设宴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见习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周洁）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会

议精神。
会议指出，全会作出的决定，对于毫不动

摇坚持和巩固、 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
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荩荩（下转2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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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贺佳）今
天下午， 我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专题警示
教育大会， 以向力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
反面教材，在全省部署开展警示教育，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省委书记杜家毫
强调，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深刻汲取案件教训，以案明纪、以案说法、
以案促改，加大正本清源力度，充分发挥案
件警示教育功能和治本作用， 促进全省政
治生态全面修复、持续净化。

省委副书记乌兰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有关文件精神，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傅奎主持，省委常委、省委
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出席。

杜家毫指出， 党中央严肃查处向力力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
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充分彰显了法纪面
前人人平等、 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的鲜明态
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不松劲、不停步的强
烈信号。党中央的处理决定非常正确及时，
深得党心民心。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
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认识把握全面从严治
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把旗帜鲜
明讲政治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认
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夯
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以自我
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杜家毫强调，要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作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 作为全省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坚持不懈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立在前、 挺在
前，恪守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各级纪委监
委要严格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
贯方针，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持续
深化正风肃纪、纠风治乱，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集中查处
和通报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重点抓好深化
整治领导干部打着亲属经商的幌子谋取私
利问题和党员干部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
治理， 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各类不正之风整
治，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勤俭节约传
统，推动党风政风全面好转。要加强权力运
行制约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突出
抓好各级“一把手”监督，强化斗争精神抓
班子、带队伍、管干部，切实把权力管住管
好、关进制度的“笼子”。

杜家毫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检
身正己、严于自律，坚决守住拒腐防变关口
底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时
时自警、处处自省、事事自律，自觉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净化朋友
圈、生活圈、社交圈。要把家风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注重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教育管
理好配偶、子女、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以自身正、 家风严的良好形象树起全面从
严治党的标杆。

� � � � 杜家毫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专题警示
教育大会上强调

以案明纪以案说法以案促改
促进全省政治生态全面修复持续净化
乌兰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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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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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这是习近平发表致辞。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这是
宴会前，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等外方贵宾合影留念。 均为新华社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

我省规模工业连续9个月
实现行业全面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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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
林郑月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