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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进出口银行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补充协议、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式暂计至
2020年8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
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的款项按融资合同、担保合同、法院
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也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特此公告

联系人：熊先生
联系电话：0731-82819330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

段36号华远国际中心第43层
中国进出口银行

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0731-84303112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

号鑫远国际大厦B座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26日

序
号

1

2

3

4

合计

合同编号

（2014）进
出银（湘固
信合）字第
019号

（2013）进
出银（湘进
信合）字第
022号

（2013）进
出银（湘转
贷协）字第
002号

（2013）进
出银（湘进
信合）字第
021号

借款人

汉寿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桂阳县凯迪
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永顺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祁阳县凯迪
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折人民币)

41,662,081.00

76,846,896.91

52,123,290.00

78,487,700.00

249,119,967.91

表内/表外利息
(折人民币)

3,763,607.49

6,765,743.10

3,808,825.43

6,766,430.82

21,104,606.84

债权金额

45,425,688.49

83,612,640.01

55,932,115.43

85,254,130.82

270,224,574.75

担保人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永顺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永顺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永顺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永顺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转让清单： （单位：元）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
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
大，掌舵领航越重要。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
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
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实
践告诉我们，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
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

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是完全
正确的，党中央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娴熟能力，
具有引领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的高超智慧，
这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主心骨。当前，世
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
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越是形势
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定海神针作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
导，确保中国经济巨轮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
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经过这些年探索实
践，我们党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领导经济社会
发展的体制机制。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切实
贯彻“两个维护”的要求，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
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坚持和完善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制度，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要不
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
和水平。要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对国
之大者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
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
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落到行动上，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
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
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
作各方面。督查、督导等工作要规范进行，讲求
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

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增强补
课充电的紧迫感，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自觉赶上时代潮流。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

明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
重要性，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新的伟大
征程。前进道路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保
证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十四五”
开好局，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载12月25日
《人民日报》）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5日
第202030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4458
0

4952

单注奖金（元）
1340
446
223

中奖金额（元）
5973720

0
1104296

7 9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
25
279
792
9066
13272
101696

中奖注数
（湖南）

0
0
8
26
262
402
2512

单注奖金
（元）
1495790
8547
1531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5日 第202013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元
02 2008 09 11 16 22 30

根据岳阳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管办分
离”改革要求和相关工作部署，为确保公司国有资产资
金不流失，确保相关业务有效延续，经研究，决定采取与
省人社厅所办国有独资企业湖南人才市场有限公司实
行战略合作重整的方式，实现岳阳湘北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控股的岳阳市劝业劳务代理公司、宏业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公司和升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脱钩移交。

在正式合作重整前，自公告之日起将上述三公司的劳务派遣
业务委托湖南人才市场有限公司进行代管。特此公告

岳阳湘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企业改革工作组

2020年12月25日

公

告

3312 38 27 48 60 3322 14 30

2020年12月25日 第2020059期

开 奖 号 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44 47 3317 21 04 69 57 364
323 62 16 41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12 月 24 日，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象形社区党支部换

届选举会场人头攒动。会场中，一位坐在第一排的老党员
特别引人注目。老人名叫严梅成，今年80岁，因脑梗塞后
遗症只能靠拄着拐杖缓慢移动。尽管行动不便，但收到社
区党员选举大会通知后，他再三坚持让家人帮忙，搀扶着
来参加选举。在选举投票环节，严梅成投下了神圣严肃的
一票。“这么重要的会议，我一定要参加，这届班子候选人
也是我们这些老党员看着成长起来的，我必须来给他们投
上一票，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义务。”他说。

法华村 88岁高龄的老党员刘俊明也让家人早早地送
他来村部参加选举。老人年事已高，又因高血压、心脏病
影响，行走不便，却仍然坚持到场履行党员职责。“村里换
届是大事，我是党员，不能缺席。”老人态度十分坚决。

在本次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中，湘潭高新区双马
街道像这两位老人一样履职尽责的老党员并不少见，他们
冒着寒冷，克服年老体弱，只为履行入党时的庄严誓言。

双马街道自 12月上旬启动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以来，由街道党工委和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指导组纷纷深入
各村（社区）全程参与指导监督，严格按照“两推一选”工作
流程推进换届，选优配强班子，坚持正风肃纪，营造浓厚氛
围，引导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确保本次换届工作公平公正、
圆满完成。 （姜 琳）

湘潭高新区：老党员履责不缺位

协议虽达成，“脱欧”经难念
谢卓芳

12月24日平安夜当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与欧盟达
成协议。

正值英国和欧盟疫情再次暴发，英国又出现变异毒株。真拖到无
协议脱欧，英国和欧盟都会跌入“至暗时刻”。因此，在最后关头，英国
率先让步，欧盟“无心恋战”，双方终于破局，英国得以避免“硬脱欧”。

英国“脱欧”历经四年长跑，三任首相接力，这份近2000页的
协议来之不易。该协议涵盖了双方在商品、服务贸易、投资、税
收、渔业等各方面内容。

尽管“脱欧”告一段落了，但未来能否实现双方都满意的公
平贸易仍是个未知数。

该协议要生效，英国必须过议会这一关，欧盟也要得到27个
成员国的同意。这对分裂的英国议会和成员国利益不一的欧盟
来说，都将会是一场硬仗。

协议的有效性也难以保证。长达9个月的谈判拉锯，双方的
政治互信已经遍体鳞伤，英国和欧盟早不复往日亲密。协议“官
宣”不久后，就有英国媒体悲观预测，未来双方可能还要就部分
内容重新谈判。一旦出现争端，双方都可能向对方加征关税。

“脱欧”带来的阵痛短期内不会消失。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英国退出欧盟后，将不可避免面临来自欧盟的贸易壁
垒。英国媒体预测，脱欧后，英国经济将缩水4%。最近发生的英国
民众抢购物资潮恰恰说明了英国国内对脱欧前景不安。

围绕“脱欧”的民意撕裂仍在持续。2016 年“脱欧公投”中，
“脱欧”派本就以微弱优势获胜，过去四年，由“脱欧”引发的社会
分裂始终未能平息。英国《泰晤士报》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51%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脱欧”是错误的。

苏格兰“脱英”可能会再次上演。2014年，苏格兰就曾就脱离
英国举行公投，最终以55%反对的结果留在英国。但随着英国“脱
欧”尘埃落定，渴望留在欧盟的苏格兰近日再次提出“脱英入欧”
计划。这对分裂的英国社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脱欧”大戏还未走到终局，对英欧双方来说，所面临的课题
并不会比“脱欧”进程中少。英国脱离欧盟，双方并非“一拍两
散”，未来英欧如何构建新关系，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天下微评

▲ ▲（紧接1版）五是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旗帜鲜明
批评和纠正违规违纪言行，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
着应对，迎难而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和应对
外部压力，统筹抓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经济增长率先实现由负转正，脱贫
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进重大工作
中，中央政治局自觉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了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会议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史所罕见
的风险挑战、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020年是
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人类
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洪涝灾害多地发生，经济发展备受
冲击，外部环境风高浪急，来自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社会、国际、自然等领域的挑战
纷至沓来。在泰山压顶的危难时刻，党中央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这极不寻常
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中央政治
局的同志认为，实践再次证明，重大历史关
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
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
性作用。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的根本保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上当好表率，确保党中央始终成为党
和人民信赖的坚强领导集体。

会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创造性的鲜
明品格，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
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推动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全党
要坚持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为全党作出表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
领悟，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政治素养，使党的
创新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
神武器。要增强政治意识、保持政治定力、
把握政治方向、承担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
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攻坚克难，开拓创
新，更好为党和人民工作。

会议指出，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经
过坚持不懈努力，我们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
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
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焕
然一新。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设的重
点，着力减轻基层负担，精准施策、靶向治
疗，打出了组合拳，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时，
也要看到，“四风”问题病根未除、土壤还在，
要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以反复抓、
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
层减负的各项规定，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尤其要继续努力，为全党带
好头、作示范。

会议认为，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所有
工作都要围绕开好局、起好步来展开，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要带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对照党中
央提出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和2035年远景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
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科学谋划，深化改革创
新，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各地
区各部门各方面工作中去。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
志的对照检查发言作了点评，肯定成绩，提
出要求，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就中央
政治局贯彻落实《规定》、《实施细则》提出了
要求，认为这次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开得
很好，大家谈了收获，交流了思想，查摆了问
题，提出了努力方向，对中央政治局增进团
结、改进工作很有帮助。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
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
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
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
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
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
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
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
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
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
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
化为内在主动。

习近平强调，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
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
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
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
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
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
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
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
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
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
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
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
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

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习近平指出，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

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
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
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
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
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
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
责定位。

习近平强调，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
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
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
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
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
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
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
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
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
于承担责任。

习近平指出，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
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
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
头反对特权。

习近平强调，从明年开始，省市县乡领
导班子将陆续开始集中换届。各级党委要
谋划好、组织好换届，层层压实责任，确保风
清气正。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
作则，带头遵守换届纪律。要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要深入细致做好
领导干部思想教育，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正确
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自觉接受和服从组
织安排。

习近平指出，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就做好工作提了许多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涉及中央工作，有的涉
及部门工作，有的涉及地方工作，会后要抓
紧研究、拿出举措、改进工作，务求取得实
效。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2020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韶山站·“湖南建工杯”全国
总决赛在韶山市举行，来自省内的1600余名跑者欢
聚一堂，为2020年度“中国健康跑”画上圆满句点。

本次总决赛设12.26公里经典跑、6公里健康跑
及亲子传承跑三个组别。本站赛事不仅是“薪火传
承·中国健康跑”的收官赛，也汇聚了省内众多路跑
高手。经过角逐，最终来自湘潭大学的林鑫以 36 分
23 秒 959 的成绩，获得 12.26 公里经典跑男子组冠
军，同时创下了该项目今年的最佳成绩。经典跑女子
组冠军是杨冰洋。6公里健康跑男、女子组冠军分别
为佟锌和张妮。获得亲子传承跑桂冠的是朱林坤家
庭。

2020“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8月9日在海南启
动全国首站，随后在山西、宁夏、甘肃、湖南等5省、
区举行了8站分站赛。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薪火传
承·中国健康跑”将把6 公里健康跑升级为7.1公里
的火炬传承跑，为党的百岁华诞献礼。

“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
全国总决赛韶山举行

中纪委：

严查元旦春节期间顶风违纪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5日

消息，中共中央纪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靶向发力，严防“四风”反弹回潮。

元旦春节是纠治“四风”的关键节点。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坚持分析研判在先，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精准把握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四风”突出表现和易发多发岗位，对顶风违纪行为露
头就打、靶向发力，严防“四风”反弹回潮。

中组部下发通知要求

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
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
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
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通知提出，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
基本情况，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诉求，带着感情深入基层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加强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引导和感情交流，有
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
片”。对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要普遍走访慰问。加大对
基层干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同志的关心关爱力度，做好
对“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家属
走访慰问、照顾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中央组织部将从代中央管理
的党费中划拨走访慰问专项资金，各地区各部门（系统）要尽快落
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春节前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