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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 邹伟 林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
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
的根基的危险。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
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王
沪宁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做了精心准备、周密组织。从去年5月底开始，主
题教育自上而下分两批进行，目前已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支持，整个主题教育特点鲜明、扎实紧凑，达到了预期目
的，取得了重大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了知信行合一能力，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推动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积极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涵养了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这次主题
教育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促进
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

习近平强调，这次主题教育，总结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经验，对新时代开展党内集
中教育进行了新探索、积累了新经验。一是聚焦主题、紧扣主线，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总要求展开，克服学做脱节问题，确保
了党内集中教育不走神。二是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
数”，精心组织谋划、推动落实责任，做到了一贯到底、落实落地。三是有机融合、一
体推进，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和改贯通起来，边学边研边查边改，提高了主题教育
质量，提升了党内集中教育的整体成效。四是紧盯问题、精准整改，逐条逐项推进落
实，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确保取得的成果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五是严督实导、内外用力，加强政策研究指导，分级分类
推进，压紧压实责任，坚持敞开大门，请群众参与、监督、评判。六是力戒虚功、务求
实效，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突出要求，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基层减负年”的
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把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
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要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
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

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要教育引导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
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
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
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
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强
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全党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
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我们党诞
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
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全党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
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广大党员、干部要
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在有效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
思维、底线思维，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
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
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
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
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
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
难险阻。（讲话全文见2版）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从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的主
要成效，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
和使命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全党同志要认真学
习领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会议。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
团体，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指导组、巡回督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
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团级以上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直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

以 主 题 教 育 为 新 的 起 点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主持

1月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1月 8日讯（记者 刘文
韬 贺佳 陈奕樊）今天上午，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长沙闭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
持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杨维
刚、王柯敏、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
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省人民检察院代
理检察长叶晓颖列席会议。

会议原则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稿），提
请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委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代表省人
大常委会向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作
工作报告；原则通过了湖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草
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提
请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审
议；原则通过了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草案），报告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决定和人
事任免案。

杜家毫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

命的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

议表决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
法宣誓仪式。

杜家毫指出，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即将于 1 月 13 日召开，这是全省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20 年
是全面小康决胜年，在这样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节点开好这次大会，意义
重大、责任重大。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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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地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示，
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凝
聚全省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根
本政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
能，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加油鼓劲、
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
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汇聚磅礴
力量。

省监察委员会以及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上篇

壹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
2019 年 11 月 29 日 ，上 午 8 时

30 分。
酃峰宾馆三号楼，五楼会议室。

电子屏幕显示着“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调研会”。会议室坐着近百位战斗在

炎陵脱贫攻坚战线的关键人物。
黄诗燕穿着那件人们熟悉的黑色

夹克衫，脸色明显憔悴。当他发言时，
人们吃了一惊。他的声音很低沉，甚
至听不太清，只讲了20多分钟。

书记今天怎么了？疑惑与不安浮
现在人们心头。炎陵县委副书记饶祥
明主持会议，特意在黄诗燕讲话结束
后，重复了他提出的几点要求。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黄诗燕作
为炎陵脱贫攻坚“一线总指挥”发出的
最后一道战斗令。

当晚，黄诗燕因突发心源性疾病
逝去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县委大院。▲ ▲

（下转5版）

待 到 山 花 烂 漫
——追记“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

■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
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
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
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
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
的根基的危险。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
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月 8日讯（记者 贺
威） 今天下午，省直单位党组（党委）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议在长沙
举行。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的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对标
对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
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的“三表率
一模范”要求，全面提高机关党建工作
质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
少峰主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
直机关工委书记张剑飞作点评。

乌兰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抓好党的建设永恒课题，更加突
出加强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各行业领域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更加突出抓基层打基
础，扎实推进支部“五化”建设，持续深化

“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创建，严格执行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聚焦新
时代机关党建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创新
方式方法，提高党组织活动的实效性。

乌兰强调，要更加突出压紧压实
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要紧紧牵住
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种好机关党建
的“责任田”，党组（党委）书记要牢记
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要认
真履行好“一岗双责”；省直机关工委
要履行好组织领导、督促指导责任，努
力推动省直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
展。要更加突出问题整改，强化问题
和目标导向，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有
的放矢、标本兼治，以自我革命精神和
零容忍的态度，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机关党建和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个省直单位的党组（党委）书
记作述职发言。

众人的事情众人出力
——探访“湖南基层治理的北斗溪实践”之三

4版

乌兰在省直单位党组（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议上强调

对标对表“三表率一模范”
抓实抓好机关党建

藏在小巷深处的炎陵县委大院，
在冬日的暖阳中，迎来了2020年的第
一天。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已于2017年成功脱贫摘帽的炎
陵县，不敢有丝毫松懈。

然而，刚刚告别的2019年岁末，
巨大的悲痛像汹涌的波涛，撞击着人
们的心。

就在2019年11月29日，炎陵脱
贫攻坚的“一线总指挥”，株洲市政协
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
劳累，骤然倒下，年仅56岁。

新年快要到了，他却再也不能率
领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了。8年5个
月零4天，他像一颗钉子钉在脱贫攻
坚的阵地，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河流、山风和草木，将悲伤的消
息，传遍这片红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人们含泪痛挽:“一夜惊怜丝吐尽，三
乡切盼燕归来”。

诗言志，燕衔泥。罗霄山下，新时代
的共产党人、“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用
生命兑现“脱贫功成，务必在我”的庄严
承诺，倒在了走向胜利的号角声中。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李伟锋 李永亮

引子

致敬，脱贫攻坚战中的
青春、热血和牺牲

■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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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初心和使命在思想深处扎根
——全省党员干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