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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记者 费士廷 钱宗阳

2021 年 7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话语铿锵：全面推进

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

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军队。

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的征程全

面开启；人民军队正昂首阔步，人才强

军号角催征。

2013 年 11 月，习主席在视察国防

科技大学时，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军战

略。

2014 年 10 月，在古田这个新型人

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习主席亲自领导召

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队好干部标

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自此

立起。

2015 年 11 月，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大幕拉开，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

作会议上作出战略决策，着眼于开发管

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

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

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 ▲

（下转36版）

强军之道 要在得人
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推进人才

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湖南日报 11 月 25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邓晶

琎 周帙恒 孙敏坚）25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湖南

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张庆伟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

出新路子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

努力奋斗》的报告。

省人民会堂气氛庄严而热烈。来自我省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的省党代表和特邀代表，肩负着

全省 400 余万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托与

期盼步入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

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标，帷幕中央高悬

的金色党徽熠熠生辉，10 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

侧。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会委员有：张庆伟、毛伟明、朱国贤、黄兰香、王双

全、谢建辉、张剑飞、冯毅、李殿勋、王成、吴桂英、

魏建锋、杨浩东。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杨正午、王克英、胡

彪、刘莲玉等在职省领导、特邀代表、不是党代表

的第十一届省委委员中的省领导、大会主席团其

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749 人、特邀代表 5 人，共 754

人，因事、因病请假 5 人，实到 749 人，符合法定人

数。

毛伟明同志主持大会。上午 10 时，毛伟明宣

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庆伟同志代表中国共产

党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共

分九个部分：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二、切实担负起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三、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五、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法

治湖南；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快文化强

省建设；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八、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

湖南；九、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张庆伟指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记嘱托、不负

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落实“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张庆伟说，三湘大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走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就了“十

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璀璨荣光，绘就了“芙蓉国里

尽朝晖”的壮美画卷。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全

面展开，我们壮志在胸、豪情满怀。我们要深刻领

会把握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更加奋发有为地把湖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推向前进。

张庆伟指出，省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

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

省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在三湘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五年

来，我们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得到新加强。我们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

▲ ▲

（下转2版①）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张庆伟代表第十一届省委作报告 毛伟明主持大会

大会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前进，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湖南日报11月 25日讯（全媒体记者 孙敏

坚）25日下午，毛伟明同志参加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郴州市代表团的讨论。他强调，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在奋力实现“三高四

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彰显郴州担当。

刘莲玉同志参加讨论。

讨论中，毛伟明表示完全赞同张庆伟同志

代表中共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他说，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

人奋进，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中央决策部署，贯彻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突出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

突出分析了湖南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机遇，突出

阐述了湖南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基本要求、

重大举措；符合“三新一高”要求，符合湖南发展

实际，符合全省人民期盼，是一个凝聚人心、提

振信心、坚定决心的好报告。

▲ ▲

（下转2版③）

毛伟明在参加郴州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深入领会 准确把握 在奋力实现“三高
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彰显郴州担当

湖南日报 11 月 25 日 讯（全媒体记者

陈昂昂）25 日下午，李微微同志来到她所在的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邵阳市代表团，与代表们一

起讨论党代会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关春作书面发言。

围绕省党代会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踊跃

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政治站位高、视

野宏阔、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是一个符合中央

精神、切合湖南实际、顺应人民期待、引领未来

发展的好报告，完全赞同这个报告。

李微微说，张庆伟同志代表湖南第十一届省

委所作的报告，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顺应

人民期盼，切合湖南发展实际，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 ▲

（下转2版④）

李微微参加邵阳市代表团讨论

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以一域之能服务全省之为朱国贤在参加湘西自治州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贡献力量
湖南日报 11 月 25 日讯（全媒体记者 刘笑

雪）25 日 下 午 ，朱 国 贤 同 志 来 到 他 所 在 的 省 第

十二次党代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党代会精神，扎扎实实干好

每一项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贡献力量。

围绕党代会报告，代表们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思路清、方向明、文

风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思想性、指导

性和可操作性。结合工作实际，代表们就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教育提质、医疗服务、绿色发展等

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 ▲

（下转2版⑤）

右图：11月2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上图：11月 25日上午，张庆伟同志代表中共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作报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 11 月 25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邓晶

琎）25 日下午，张庆伟同志先后到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株洲市代表团、省直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

讨论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干 在 实 处 、走 在 前 列 ，

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创造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努力

把 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

杨正午、王克英、胡彪、张剑飞、叶红专、周

农、彭国甫、隋忠诚、易鹏飞、胡伟林、李民、田立

文、叶晓颖、易红等同志分别参加了讨论。

在株洲市代表团，曹慧泉、陈恢清、邬凌云、

赵海凤、易冉、聂自强、李喜英、瞿辉明先后发言。

在省直代表团，曹健华、袁延文、李小松、杨国平、

李全、付宏渊、李良君等发言。大家紧扣报告谈认

识体会，结合实际提意见建议，展望未来讲工作

打算，一致认为报告符合中央要求、切合湖南实

际、反映人民愿望，是集思广益的成果、集体智慧

的结晶，必将成为全省上下全面落实“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的

行动纲领。

张庆伟认真倾听，并和代表们互动交流。他

指出，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在

讨论报告时，要注重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提出好的

意见建议，使党代会报告更加科学完善。

张庆伟指出，株洲是我省重要的工业城市，

要发愤图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找准在全国和全省

发展中的坐标，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在转变发展

方式上出成果，在老工业城市振兴上见实效，加

快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

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子，重振老工业城市雄风。

要科学定位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扬长避短、

扬长克短、扬长补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

育、卫生等方面积极探索一体化的路径和举措，

不断提升株洲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长株潭一

体化取得实质性突破。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紧跟时代潮流，转变思想观念，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大做优做强民营经济，

不断释放发展动力活力。 ▲ ▲

（下转2版②）

张庆伟参加株洲市代表团和省直代表团讨论党代会报告时强调

发愤图强重振株洲雄风 狠抓落实建设模范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