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烁（43060219910911****），你自2015
年11月起，在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情况下，一
直未回单位上班，且一直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单位虽多次与你母亲联系，但你仍未回单位上
班或办理相关手续。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30日内来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我单
位将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
你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由此造成的一切
不利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岳阳市南湖宾馆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向本公司清
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
北路460号

联系人：陈协祥 电话：13975878661
湖南桑瑞机电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308号凯华大厦B栋12层

联系人：罗征 电话：13317496611
湖南益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医药大厦
八楼

联系人：史平平 电话：15387583530
湖南美雅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
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车站
北路289号（梦泽园住宅小区A铺）

联系人：刘通 电话：13357224495
湖南湘通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陈磊遗失士官证，证号：20150071845，声
明作废。●湖南泰山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湖南泰山工
程有限公司射洪中央景峰项目部（经济合同
无效）印章，声明作废。●赵若斌（43110319400716****）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2322912205，
声明作废。●湖南易通百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的 行 政 公 章 因 遗 失 ，编 号 ：
4306000091755，无法继续使用，需更换新
印章，特声明原印章作废。●湖南鑫奕辉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号码为：4310270005037，声明作废。●朱敏遗失李溪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565342，声明作废。●湘乡市白田镇白田村喻立良遗失中医执
业 医 师 资 格 证 ， 号 码 ：
199843141430322501101717，声明作废。●雷强（43292819830920****）遗失祁阳县卫
生职工中专学校毕业证，发证年份为2004年，
毕业证号：12843221128010082，声明作废。●舒仕男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正副本，证
号：C20144309230499，声明作废。●湘A6Q29F的车主遗失交强险保单，号码

为：805072019430127021214；遗失所关
联 的 交 强 险 标 志 ，号 码 为 ：
43200001009617，声明作废。●岳阳市新长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陈小明遗失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规
【乡】字第2017110923号，声明作废。●王闻朝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第 一 联 ，号 码 为 ：湘 财 通 字（2018）
2836444154金额：20100元，声明作废。●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石油高
速分公司湘府加油站遗失成品油零售经营
批准证书副本（副本原件名为：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石油湘府加油站），证
号：湘油零售证书第0100147号，声明作废。●吉首市顺发水利水电工程队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苏仙区正源煤矿（现公司：郴州启隆煤业
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
结算收据，收据号：湘财通字（2005）NO:
04883768,声明作废。●莫冬秀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保险投保单一份，单证代
码 ：000000Y00037，单 证 流 水 号 ：
00025500000212，声明作废。●长沙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湖南泰诚金属研究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湖

彭益兵（432325197510236871）因不慎
遗失过身份证、银行卡、信用卡数张，如有拾
得者请速与本人联系，必重谢，切不可持本
人相关证件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本人将
追究其法律责任。

联系人：彭益兵 电话：13787183918

寻物启事

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同罗矿区金矿普
查 探 矿 权 勘 查 许 可 证 ，号 码 为 ：
T43120091202037284 ，声明作废。●孙芳遗失永州市村（居）民商住用地批准
书一份，号码为：（2016）宁政（土）字第1474
号，声明作废。●龚勇遗失永州市村（居）民商住用地批准
书一份，号码为：（2016）宁政（土）字第
1470号，声明作废。●李金民遗失永州市村（居）民商住用地批
准书一份，号码为：（2016）宁政（土）字第
1469号，声明作废。●李林勇遗失永州市村（居）民商住用地批
准书一份，号码为：（2016）宁政（土）字第
1468号，声明作废。● 龙 宇 周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30103198405103536 ，声明作废。●汨罗市建筑工程服务中心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本，票据号码：湘财通
字[2019]02480701—02480725，声明作废。●吴宜波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号码
为：A20074331231860，声明作废。●湘潭市诚信监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袁乐
明遗失湖南省监理工程师证，号码为：
XS12-S1605，声明作废。●陈颖、陈艳飞夫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女
孩，陈恩茜，编号：J430092632，声明作废。●刘基辉、陈叶梅夫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女

孩，刘文静，编号：H430675561，声明作废。●湖南英邦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毛广湘遗
失湖南省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书一本，号码
为：XS10-J0079，声明作废。●曾彬遗失湖南省园林绿化企业项目负责人证
书，号码为：2014021201918，声明作废。●杨众举遗失湖南省园林绿化企业项目负责人
证书，号码为：2014010902379，声明作废。● 陈 佩 遗 失 驾 驶 证 ，号 码 为 ：
430381199403095047，声明作废。● 王 辉 遗 失 驾 驶 证 ，号 码 为 ：
430903199002186910，声明作废。●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原公章已销毁、已作
废，现已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湖南德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熊斌遗失文职干部证，号码为：武字第
9760736号，声明作废。●赵斌遗失湖南师范大学就业报到证，号码
为：200810542202544，声明作废。

张家界永定区纪委监委结合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紧
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扶贫领域信访问
题，优化信访举报工作流程，通过全
员接访、领导包案、主动约访等方
式，建立“复核、督办、问责”机制，全
力化解扶贫领域信访疑难问题。截
至目前，扶贫领域信访总量为91件，
较去年同期下降 61.9%，重复访量
51 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68.7%，越级
访量59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6.3%。

复核机制明数量。为全面深入
化解信访难题，加强“互联网+监督”
平台建设，结合“天门清风”微信群，
建立扶贫领域“智慧举报”数据平
台。抽调涉及扶贫领域职能部门干
部，会同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
通过查台账数据信息比对碰撞的方
式对2016年以来扶贫领域信访件统
一编号、分类登记。对全区52个贫
困村开展扶贫领域“镶入式”专项巡
察，拓宽信访举报来源。对巡察发现
的175条线索统一分解给相关单位
并限期办理，2018年和2019年扶贫
领域线索、未办理积件“双清零”。同
时，对反映问题具体可查、群众反映

强烈的扶贫领域举报件快查快办。
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扶贫领域重点信
访件，由区纪委监委提级办理。

督办机制显成效。厘清监察体
制改革后信访举报工作的受理对象、
范围、职责边界，出台《永定区纪检监
察信访举报工作办法》。督促各单位
对信访积案采取“四个一”工作机制，
即一个信访案件一名包案领导、一套
工作班子、一个处置方案、一组化解
稳控人员，包案领导全程参与部署、
协调、推动和督办。依托纪检监察区
乡一体化管理，将乡镇纪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划分成 15 个信访办理片
区，上级纪委交办的信访件及信访室
受理的信访件交叉分解到其他片区，
严格落实片长负责制。建立预警督
办制度，对信访举报件办理到期前一
周，由信访室按照“日清、周转、月报、
季结”的总要求，采用电话督办、发函
督办、月例会督办、现场督办的方式
督促办案单位严查快办。同时，注重
办信质量，针对已办结信访件，要求
承办部门及时与举报人见面，对调查
结果满意的，由举报人签字结案。不
满意的，有事实依据支撑的，督促承

办单位补充调查后，进行“二次反
馈”。截至 11 月 18 日，共受理扶贫
领域问题线索184条，其中党政纪立
案 145 件，处理 116 人，退还群众资
金191.96万元。

问责机制压责任。集中精力、
人员，实行联系乡镇（街道）区级领
导督办，乡镇（街道）党（工）委领办，
将责任压实到岗，落实到人。对久
查不结、进展缓慢、调查不力的单位
进行约谈，并在月例会上进行点名
批评，确保扶贫领域的信访举报件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严格
按照《永定区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办
理工作办法》规定，对信访总量连续
一、二、三、四个季度排名前两位乡
镇（街道），对其党（工）委书记分别
进行约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职
务调整处理。总量年度内连续四个
季度排名前两位乡镇（街道），对其
领导班子履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一票否决”。截至目前，已经约谈3
个乡镇（街道）党（工）委。同时，重
视信访回访工作，做好解释疏导，减
少 重 复 访 、越 级 访 等 现 象 。

（杨明远 卓方芳）·精彩湖南·

“三项机制”带来扶贫领域信访“三量”下降
陆群亮 陈世祥 雷鸿涛

近日，在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
镇闷团村的蔬菜产业园，大棚里的
辣椒长势喜人。在通道侗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该
村新建了10亩大棚基地，并引入水
肥一体化设备，全村贫困户均入股
分红。“前段时间我们基地的白菜销
得俏，现在辣椒也陆续上市了。”负
责基地管理的村干部杨志勇介绍，
基地不仅给贫困户分红，还带动了
村民就业。

通道法院结对帮扶播阳镇闷团
村、上寨村、播阳村、上湘村4个村，
其中，向前两个村派驻了扶贫工作
队，向后两个村派出了扶贫队员。
今年是通道脱贫攻坚决战之年。该
院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担起扶贫重担，做实“两
不愁三保障”，“志”“智”双扶，助推
精准扶贫工作落实。

“四支队伍”集村部，干群同心
攻脱贫。结合主题教育，通道法院
与闷团村、上寨村建立了脱贫攻坚
联合党组织，由院领导任脱贫攻坚
联合党组织书记。联合党组织书记
对村里的扶贫工作负总责，每月驻

村至少8天。“我们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来，全院
干警拧成一股绳，在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上精准发力，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通道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上寨村脱贫攻坚联合党
组织书记李进行说。

以主题教育成效，助力脱贫攻
坚实践。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通道
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驻闷团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黄俊，带领扶贫
队员将该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进
行了走访，对贫困户要走访 3 次以
上。“走访时，着重聚焦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听取民意。”黄俊
说。比如，联系权威机构对全村的
住房进行鉴定，确保“人不住危房，
危房不住人”。一户一户了解适龄
学生的上学情况，确保“适龄孩子一
个都不能辍学”。

学生小杨系上寨村的贫困户。
通道法院帮扶干警在掌握她的家庭
情况后，多次到家中进行慰问，并积
极为其申请低保补贴、孤儿补助和
教育助学资金。通道法院驻上寨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黄华强介绍，如今，
小杨已经在一所知名大学就读，成

为侗寨飞出的“金凤凰”。
“村里的道路加宽硬化了，机耕

道桥梁修起来了，乌梅基地建好了
……”闷团村70岁的村民杨顺良掰
着手指头细数变化，称赞扶贫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为老百姓干实事。闷
团村党支部书记杨通亮说，得益于
扶贫队真扶贫、扶真贫，该村扶贫工
作的群众满意度高，经常有老百姓
摘了自家的蔬菜，放到扶贫队员的
办公室门口。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注重
‘志’‘智’双扶。”通道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闷团村脱贫攻坚联合党
组织书记曾方毅说。

“我们党员从自身做起，带动群
众从思想上摆脱‘等靠要’思想，激
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黄俊介绍，
在闷团村，扶贫工作队结合本地实
际，引导村民发展好稻田养鱼、油茶
种植等特色产业。同时，狠抓村级
集体经济，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发展大棚蔬菜产业。此外，
扶贫工作队为该村建设了一片乌梅
基地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如今乌梅
长势良好。

“扶贫队给我们创造就业机会，
我在家门口做事也有工资拿，相信
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闷团村村
民姚黎瑞乐呵呵地说。

·精准扶贫在三湘·

紧扣主题教育 助推精准扶贫
——通道法院精准扶贫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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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北京接见全国政府秘书长和办公
厅主任会议全体代表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李克强首先对全国政府办公厅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致以问候和感谢。他说，今
年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新旧矛盾交
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破难前
行，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能够较好完
成。政府办公厅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做了大量繁杂有效的工
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年我国经
济发展可能遇到更大的下行压力、面临
更复杂的局面，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定信心，应对挑战，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李克强指出，政府办公厅系统作为

行政枢纽，处在第一线，岗位特殊、作用
关键，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砥
砺实干，更好支撑各级政府有效运转和
各项工作开展。他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施
政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办公厅
系统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时刻
记在心中，勤奋敬业，不懈努力，在国家
发展和民生改善中收获回报。二要服务
全局。你们要当好各级政府的参谋助手，
想问题要从大局出发，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提高工作的前瞻性和敏锐性。同时要
弘扬优良作风，求真务实，增强服务意
识，注重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及时了解企

业和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为政府科学决
策提供支持。三要敢抓善为。现在两难多
难问题增多，要敢于触及矛盾、勇于担
责，把住每一道关口，守住该守的底线。
要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各项政策和改
革举措落地见效，加强部门协调，做好政
策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应对和破解
难题，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

李克强说，政府办公厅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工作很辛苦，各级政府和部门对
他们要多关心多支持，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为大家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肖捷参加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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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19339 9 0 1
排列5 19339 9 0 1 2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李克强在接见全国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会议全体代表时强调

施政为民 服务全局 敢抓善为

长沙有了
纯正美式棒球教学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王亮）长沙也有纯正的美
式棒球教学了。12月18日，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长
沙Learning Center（学习中心）签约仪式在宁乡湖南师范
大学附属树仁学校举行，MLB与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树仁学
校、湖南启乐棒球学院将共同建设中部省份首家MLB学习
中心——长沙学习中心。

MLB棒球学习中心由MLB提供专业的外籍教练以及
系统的棒球训练体系，让孩子们接受最纯正的美式棒球教
学，并与MLB棒球发展中心训练系统对接，最终实现棒球
选手的自主培养。目前，MLB棒球学习中心先后走进北京、
重庆、苏州、成都、温州、深圳6座城市，长沙学习中心将是中
部省份首家。据介绍，来自MLB的专业教练会定期来到长
沙学习中心进行教学，并通过举办友谊赛和邀请赛等方式，
让学员和本土教练得到交流学习的机会。

朱日和阅兵
2017年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内蒙古朱
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
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
点兵，彰显我国武器装备优质战斗力，是人民
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习近平主席检阅部队后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
人民军队。90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
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
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
征服一切困难，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的人
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愧
是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习近平主席强调，安享和平是人民
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
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要深入
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向全军将士们郑重提出“四个坚
定不移坚持”的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
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

政治论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目标。

大会认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
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
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在我们党和
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
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2017年4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
母舰，也是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研发制
造的国产航空母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2013年11月开

工，2015年3月开始坞内建造。出坞下水是
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标志着我
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
成果，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自
行建造航母的国家。从1987年提出建设航

母规划
到自行

研制出第一艘国产航母，中国用了30年的
时间。这不仅体现出中国海军装备水平的
跃升，更彰显中国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

近年来，通过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
护航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国向世界展
示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产航母肩负的
使命更是义不容辞，它将为中国的和平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艘国产航母成功下水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3月，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进行了

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进行了7次改革，逐步
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
提出一系列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
思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
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
构权力、明确职责。

2019年7月5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短短一年多时间，十
九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取得
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改革机构设
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
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宣部等15部委部署开展

2020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品牌效应和示范功能，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新时代“三农”工作，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今年的“三下乡”活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对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工作为载体，切实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帮扶力度，固根
基、扬优势、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有效整合人员队伍、平台载
体、资金项目，把集中性、示范性活动与常态化、制度化保障结
合起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通知要求，聚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送理
论下乡，广泛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和实践活动，在广大农
村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聚焦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送文明下乡，引导农民群众自觉把个人幸福与国家发
展、民族梦想联系起来，诚实劳动、不懈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美好生活；聚焦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送服务下乡，
以提高农民科技致富能力为目标，以贫困地区、基础薄弱地区
为重点，引导资源下沉、人才下沉、服务下沉；聚焦强化制度机
制建设，努力构建各级各类人才向农村流动的常态化、制度化
工作机制，推进农村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加强平台
阵地资源整合，推动实现常下乡常在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