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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全文如下。

在全党开展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现了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任务。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全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人
民群众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
斗，现就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继续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
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县
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要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每年至少举办 1 期读书
班，列出专题，集中学习研讨。党员领导干部
要列出年度重点书目学习，每年至少到分管
领域、学校等基层单位或所在党支部讲 1 次
专题党课。党员要按时参加党员大会、党小
组会和上党课，通过学典型案例、听理论宣
讲，增强学习效果。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坚
持集中培训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组织教育与
自我提高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党员、干
部要把党章作为必修课，经常学习对照，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和领导
干部任职培训，要把党章作为必学内容。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安排1次党章
集体学习，党支部每年组织 1 次党章专题学
习交流。强化对党忠诚教育，落实主题党日
制度，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
治生日”等政治仪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
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加强党规党纪教育
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督促党员、
干部强化组织观念，做到“四个服从”。就近
就便用好红色资源、党性教育基地等，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力。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专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学习了解党成
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
要人物，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
成就，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三、开展经常性政治体检。把政治体检
作为党员、干部自觉打扫思想政治灰尘、不断
增强政治免疫力的重要途径，发扬自我革命
精神，用足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
器，及时检视整改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各级领导班子和
党员、干部要经常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
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
型、身边榜样，查找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
作风、能力、廉洁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领导班子还要针对巡视巡察、干部考核、专项
督查反馈的意见，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发生的重大事件、典型案件，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集体讨论查找
问题。针对检视查摆的问题，立查立改，从具
体事、身边事、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改起，整改
情况在适当范围内公开。各级领导班子成员
之间、党支部委员之间要经常性开展谈心谈
话，交流思想、相互提醒、相互帮助。严格落
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制度，切实把批评
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
生活，虚心听取意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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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贺佳 周
帙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长江禁渔工
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
工作。杜家毫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
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精细，加强协同协
力，像精准扶贫一样推进禁捕退捕各项工
作，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打赢打好这场
硬仗。省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
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达哲讲话。

省委副书记乌兰，副省长隋忠诚、朱
忠明出席。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
人社厅和岳阳、常德、益阳三市主要负责

同志分别汇报了我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和当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在全面完成退捕渔船渔民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基础上，截至9月
11 日，全省已退出渔船 18575 艘、渔民
26071人，分别完成96%、96.4%；已注销
捕捞证 18172 本，完成 94.8%；采集退捕
渔民就业信息23011人，完成85.05%，已
帮扶8441名退捕渔民实现就业。

杜家毫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全省禁捕
退捕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说，实
施长江禁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
大决策。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强
化政治担当，坚决扛起“守护好一江碧
水”的重任，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这一决
策部署在湖南落实落地、见到实效。要

按照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的
思路，继续扎实做好渔船渔民精准识别
工作，为后续渔民转产安置、参保补助以
及渔船网具清理和回收处置等工作开展
打下坚实基础。要科学有序做好退捕渔
船回收处置补偿工作，将中央财政下拨
资金和省财政安排资金整体切块到县
(市、区)，压实各县（市、区）主体责任，做
到应收尽收、应销尽销。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做好渔民安置
和社会保障工作，做到发展产业转产一
批、务工就业稳住一批、支持创业扶持一
批、公益岗位安置一批、特困救助兜底一
批，进一步细化完善渔民参保、补助等政
策措施，逐步提高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水
平，确保“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

（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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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母亲河”湘江，漫江碧透，
又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秋季。

一江碧水出潇湘、入洞庭、汇大
海。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7月，湘、资、
沅、澧四水流域水质均为优，干流104个
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Ⅱ类标准。

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
守护好一江碧水。2018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时，察看了湖南
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和城陵矶水文
站，殷切勉励湖南。

湖南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把守护好一江碧水作为严肃的政
治任务，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不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
设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美丽湖南。

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
嘱托，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两年前，一场生态环境整治攻坚

战在下塞湖上掀起波澜。
益阳沅江市漉湖芦苇场，被人为

分割的湖面上，最多时有129台大型
机械同步进行拆除作业。短短10多
天，下塞湖1.8万余米矮围、3座节制
闸全面拆除。这颗盘踞浩浩洞庭十
余年的生态“毒瘤”终于得以铲除。

“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曾经是三
四米高的矮围。”两年之后的今天，
登上洲滩，在漉湖芦苇场工作多年的
王献军对记者说。春暖花开时节，下
塞湖的洲滩上，如同铺了一层松软的
翠绿绒毯，紫色、黄色的小花点缀其
间。

“涨水时，鱼进到矮围，但出去就
难了。为防止鱼儿逃走，矮围不断加
高、加宽、加固，还修建了钢筋混凝土
的节制闸，损害了湿地生态，影响了
湖区行洪。”王献军说。

经过生态修复，下塞湖重现湿地
生态风光。环顾四周，鱼儿跃出水
面，水鸟空中盘旋，满眼生机。

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的大
棋局中，湖南地处中游，位置重要。

“一湖四水”辐射全省、联通长江，全

省 96%的区域在长江经济带范围
内。其中，洞庭湖流域面积约占长江
流域面积的七分之一、年来水量占长
江年总水量的四分之一。

2018 年 5 月 11 日，湖南省委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深入实施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湖南高质
量发展的决议》。

顶层设计锚定发展方向。《决议》
明确，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思想，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岳阳时强调“守护
好一江碧水”的重要指示。

当年6月13日，省里召开最高规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省委书记
杜家毫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动员全省各方
力量，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奋力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
局面。

长江岸线湖南段专项整治的持
久战全面打响。39个砂石码头、42个
码头泊位关停，坚决打破“坛坛罐
罐”；

▲ ▲

（下转6版）

一江碧水汇湖海

湖南日报 9月 14日讯（记者 冒
蕞 刘笑雪）今天下午，省长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迎接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提升公
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动科技创新，努
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

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要切实完善科
技创新生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科
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加强创新人才
教育培养引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流通体系在
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规划布
局、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信息共享、加强
部门协同，加快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
系、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社会信用体系、
应急物流体系，补齐航空物流、医药物
流、冷链物流等短板，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有力支撑。

▲ ▲

（下转2版③）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提升公共卫生
防控救治能力等工作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省政府与中粮集团在长沙举
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
行深入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出席。

副省长隋忠诚、陈飞，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

今年6月9日，省政府与中粮集团在
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在粮食、油

料、生猪、茶叶、酒业、产业扶贫、城镇建
设、金融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目
前，双方正积极推进协议落实。

会谈中，许达哲说，今年，湖南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克服疫情、汛情影响，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企稳向好态势。湖南是农业
大省，与中粮集团在优质农产品开发等

诸多领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合
作潜力巨大。希望中粮集团充分发挥央
企优势，不断深化同湖南的战略合作，特
别是在产业扶贫、确保粮食质量安全、保
障食品安全、做优做强农业品牌、创新人
才引进等方面贡献力量。湖南将为包括
中粮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吕军说，中粮集团将认真落实战略
合作协议，立足集团产业优势，把湖南
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好，同时不断拓展
合作空间、挖掘合作潜力，在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更好更大的
发展。

省政府与中粮集团会谈
许达哲吕军出席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66次主任会议
决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9月21日至24日举行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陈奕
樊 通讯员 周洁 徐予情）今天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6次主任
会议。会议决定，9 月 21 日至 24 日在

长沙召开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刘莲玉主持会议，副主任黄关春、杨维

刚、王柯敏、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要紧密结
合实际，深刻理解“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抗
疫精神的实质，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积极释放人大
力量。 ▲ ▲

（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
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
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共同举行会晤，会晤以视频方式举
行。中德欧领导人就中欧关系深入交
换意见，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
确定重点领域，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
调合作，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
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深化互信，实现
互利共赢，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
高水平。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中
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
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
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站
在新的十字路口。中欧作为世界两大
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
这样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
团结合作的大方向，越要坚定不移推
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
维护正义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到“4 个坚
持”。

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世界上没有
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文明
文化多元共生才是常态。中欧和平共
处的力量坚定一分，世界的和平和繁
荣就多一分保障。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中国致力于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方将通过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实现
中欧两大市场、两方资源的更好联通、
更大效益，推动中欧共同发展更加强
劲、更可持续。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中方愿同欧
方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加强对话和
协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和国际体系，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
区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四是坚持对话协商。中欧要把握
好中欧关系合作发展的主流，以对话
化解误解，以发展破除难题，妥善管控
分歧。 ▲ ▲

（下转2版①）

习 近 平 同 德 国 欧 盟
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

9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共同举行会晤，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就中瑞、中列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分别同瑞士联邦主席
和列支敦士登摄政王储互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