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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文稿54篇。
其中许多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
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

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
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同志围绕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
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
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是马克思主义
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
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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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主要篇目介绍见2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出版发行

三 明 答 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福建三明践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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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促进湖湘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快中医药强省
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精神，结
合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
（一）加强中医药服务机构建设。

积极推进国家、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
心建设，补齐市县级公立中医医疗机
构发展短板，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
医疗机构，不断完善融预防保健、疾病
治疗、康复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到 2022年，争取创建 1—

2 个国家中医医学中心或区域中医医
疗中心，建设一批省级区域中医医疗
中心；所有市级公立中医医院达到三
级甲等水平；30%以上的县级公立中
医医院达到三级医院水平；各级公立
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妇幼保健院和
有条件的专科医院设置中医药科室。

（二）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阵地。
推进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加强市级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中
心和县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建
设；到2022年，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
配备中医医师，7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村卫生室能够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
中医专业医学生规模，在全科医生特
设岗位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推

进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支持中医
医院牵头组建医疗联合体、医疗共同
体和特色专科联盟。支持开展中医经
典病房建设试点。各级中医医院要加
强对基层中医药服务的指导。

（三）推进中医药信息化建设。实
施“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积
极建设省中医药健康信息平台，建立
以中医药资源、服务、管理和科研数据
等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完善
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鼓励依托医疗
机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
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推动开展线上线
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务。依托
省中医药健康信息平台，采取抽查抽
检、定点监测、违法失信惩戒等手段，
实现精准高效监管。 ▲ ▲

（下转5版）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0年11月9日）

演绎三湘大地民族文化
12月16日晚，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湖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在此举行首场演出。图为

永州市瑶族民俗舞蹈《勾蓝谣》。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唐俊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陈昂昂）
12月15日至16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率队赴邵阳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
研县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情况。她
指出，要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持续帮扶
困难群众，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成果。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在邵阳县小溪市

乡、罗城乡走访慰问兜底保障对象彭

来源一家、关跟生一家和孤儿罗家宝
小朋友。在省政协今年启动的“湖南政
协人助力巩固脱贫成果万户帮扶行
动”中，李微微和三位市县政协委员共
同组成帮扶小组，为彭来源和其儿子
解决就业和就学问题。如今，彭来源不
仅经营了一家小商店，还养了200多只
鸡鸭，年收入近万元。李微微说，对困
难群众要做到帮扶不断、力度不减，政
协委员要积极发挥所长，帮助他们持

续增收。
罗城乡保和村引进智慧禽园信息

系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保和鸡”提
供智能化养殖服务。李微微指出，要加
大人才引进和科技支撑力度，瞄准市
场需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邵阳县创新引进民营资本，10 个
月内建成了省级工业园区——红石生
态科技园，实现了“行政招商”向“市场
招商”的转变。16 日上午, 李微微来到
这里，出席 20 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她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
用，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引大、引强，拉
长产业链条，提升县域经济质量，推动

“三高四新”战略实施，以产业发展带
动就业，持续促进群众增收，巩固好脱
贫攻坚成果。

李微微在邵阳县调研时强调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贺威）
今天下午，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
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并讲话。
她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
砥砺奋进强大力量，引领广大妇女争做
最美巾帼奋斗者,为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作出新贡献。

会议表彰了一线女医务人员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手
（集 体）、2019 年 度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手
（集体）。夏昕、韩小彤、胡彩琴、李钟、
周俊、刘海秀、潘桢等 7 位同志作先进
事迹报告。

乌兰指出，在这场同时间赛跑、与病
魔较量的严峻斗争中，全省广大妇女以

“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挺身而出，
向险逆行，绘就了柔肩担重任、危难显芳
华的英雄图谱。榜样的力量无穷，身边的

英雄可敬，我们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学
习她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精
神，“拼搏进取，恪尽职守”的担当精神，

“守望相助，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坚
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四自”精神，让学
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在三湘大地
蔚然成风。

乌兰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凝聚广大妇女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要聚焦“三高四新”战略，突出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主线，引
领广大妇女再建新功。要重视维护妇女
权益，营造广大妇女发展进步的良好环
境。希望全省广大妇女在坚定理想信念
上传承“她精神”，在推动时代发展上贡
献“她智慧”，在弘扬文明新风上擦亮“她
品牌”，在践行“四自”精神上绽放“她精
彩”，以实干托举美好生活，以奋斗放飞
人生梦想。

乌兰在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三八红旗手（集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强调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争做最美巾帼奋斗者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王
文隆 周小雷）今天，全国县域经济专
业研究机构、社会智库中郡研究所发
布第二十届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
前100名县市等监测评价结果，湖南
5县市进入前100名。其中，长沙市有
3个县市，分别是长沙县（排名第4）、浏

阳市（排名第9）、宁乡市（排名第16）；
我省另 2 个入选的县市是醴陵市（排
名第45）、湘潭县（排名第86）。

榜单显示，长沙县位列全国县域
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百强第 4 位、县
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第 5 位，继续
领跑中西部。

▲ ▲

（下转3版①）

湖南5县市上榜“全国百强”
长沙县列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第4位，

继续领跑中西部；浏阳市进入“十强”，名列第9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甘正气 肖媛

在院落中与贫困户面对面交流、在扶
贫产业基地了解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
在基层听取一线扶贫干部的心声……

5年来，民进中央深入湖南最偏远乡
村，走访最困难群体，察实情建诤言，切
实开展民主监督活动，推动一批具体问
题立行立改，有力助推脱贫攻坚，彰显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创新监督方式，深入一线调研
今年 9 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脱贫攻坚民主监
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率民进中央
调研组，赴湖南的深度贫困县开展脱贫
攻坚民主监督调研。走进绿树掩映的花
垣县十八洞村，调研组重点关注疫情对
基层脱贫一线的影响、地方在实践中是
否有可供复制推广的好经验、如何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等方面的议题。

据悉，自 2016 年以来，民进中央主
要领导已经 8 次到湖南农村，围绕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政策落实进行民主监督
调研，各类调研组的足迹已走遍了湖南
贫困地区的山山水水。

民进中央将调研作为开展好脱贫攻
坚民主监督的基本功，创新监督调研形

式，深入开展领导带队调研、专家专题调
研、小分队驻村调研、观察窗口跟踪调研
等各类调研，探索形成“四不两直式”、

“寓监督于帮扶式”、“解剖麻雀式”、“同
步对比式”、“自助式”、“委托式”、“网络
远程式”等调研方式。

5年来，民进中央各类调研组开展调
研 70 余次，到各县调研 100 余次，实现
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全覆盖，51个贫困
县基本覆盖，先后深入到160多个村，走
访 1000 余户，查看扶贫项目 400 多个，
召开省市县乡村五级座谈会约200多场
次，访谈各类扶贫干部300余人次。

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批有
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民主监督调研报告，
提出问题线索200多条，推动一些具体问
题在基层立改立行。向湖南省委、省政府
反馈意见80余条，推动湖南脱贫攻坚提
质增效。

设观察窗口，监测扶贫进展
8 次蹲点调研，近 30 天时间，走访

10 余个村 130 多户，访谈 150 余人，形
成 12 万多字的调查笔记，这是驻村小
分队成员、民进中央机关干部张登舟调
研的数据统计。其中，驻村小分队来到
的汝城县集益乡益将村，是我省设立的
29 个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定点观察窗口
之一。 ▲ ▲

（下转3版③）

蹲点乡村察实情建诤言
——民进中央对口湖南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湖南日报北京12月
16日电（记者 蒋小康）
湖南日报社与北京神
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今天上午在北京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
方将借助各自领域的
特点和优势，共同开发

“新湖南 5G 消息”应用
产品，并将藉此带动相
关县级融媒体中心探
索 5G 时代媒体应用新
场 景 ，整 合 创 新 基 于
5G 技 术 的“ 渠 道 + 内
容+服务”媒体融合生
态圈。

“5G 消息”是短信
业务的变革性升级，支
持的媒体格式更多，表
现形式更丰富，所推送
的内容从单纯的资讯
扩展为面向用户无所
不至的服务。以前在微
信 或 QQ 上 发 送 的 图
片、音视频等内容，都
可以通过“5G 消息”直
接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的短信入口，由此实现
根据手机号码推送信
息 100%触达，极有利
于媒体机构融合传播
效能的提升。

神州泰岳作为国内领先的IT运维
管理软件开发商、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服务提供商，自 2013 年开始就围绕

“5G 消息”的国际标准进行深入研发，
所推出的“泰岳 5G 消息云平台”，可联
合行业合作伙伴提供贴切的素材、模
板、场景管理等能力以及金融信息、广
告内容生成、数据分析、图形图像识
别、语音转文字、NLP 语义分析、机器
人、视频直播等 SaaS 能力，帮助各行
业构建更加丰富、灵活、智能的“5G 消
息”业务场景。

在即将与湖南日报社开展的合作
中，双方将依托“泰岳 5G 消息云平
台”，以新湖南客户端为主入口，合作
开发“新湖南 5G 消息”应用产品，创建
集“新闻+服务+社交”场景于一体的新
闻信息服务门户型媒体5G应用。▲ ▲

（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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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见7版）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12月17日
1 时 59 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
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
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向探月工程任务指挥部
并参加嫦娥五号任务的全体同志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嫦娥五号任

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
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
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标
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将为
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
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对你们的卓越功
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强调，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
永无止境。希望你们大力弘扬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
神，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为建设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再立新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
贡献。

国务委员王勇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嫦娥五号任务飞控现场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电。

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
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
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
其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
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探月工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嫦娥五号任务
的全体同志：

欣闻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
问候！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
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
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
一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
的一大步，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
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对你们的卓越功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
铭记！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希
望你们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
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步一个
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为建设航天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2月17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
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习近平致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祝贺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贺 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