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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讲团在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姜伟作宣讲报告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11月6日上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中央宣讲团成员、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伟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报告会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乌兰、刘夫生、王克英、陈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
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黄跃进、韩永文等省领导和
老同志出席报告会。

全面阐述十九大精神实质
报告会上， 姜伟结合自
己参与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
的亲身经历和平时学习思考
的切身体会， 对十九大的丰
富内涵、 精神实质进行了全
面阐述和系统讲解。 姜伟强
调， 要牢牢把握和深刻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鲜明主
题， 这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历史使命的总要求。要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
义、 丰富内涵和重大理论贡
献， 这一思想是贯穿十九大
报告的灵魂， 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境界、 党治国理政新
境界和管党治党新境界，是
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 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全
方位的、开创性的，是深层次
的、根本性的，最重要的是我
们党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
总书记这个核心、这位领袖的
英明领导。 要深刻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标注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 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要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事关全
局的历史性变化， 为制定新时
代行动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现实依据。要深刻理解“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是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
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明
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必将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 要全面把握新时
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战略部署， 更好地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
要求，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努力把党建设成
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
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湖南落实落地
杜家毫在主持时 指出 ，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 全省
各级各部门把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动
员， 迅速兴起了学习宣传贯
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我们
要以这次中央宣讲团来湘宣
讲为契机，努力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进一步把思想
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
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新征程。
杜家毫强调， 要学深悟
透，继续深入开展多形式、分
层次、全覆盖的学习活动，坚
持原原本本学、突出重点学、
联系实际学、融汇贯通学、深
入持久学。要讲深讲透，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要带头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讲，推动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网络，把十九大
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论断、重大举措讲清楚、说明
白， 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听得
懂、能领会、可落实。要做细做
实， 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贯彻落
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贯
彻落实党章修正案、 做好今年
工作和谋划明年工作等结合起
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三个着
力”要求，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
动十九大精神在湖南落实落
地， 奋力谱写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新篇章。
省直、中央驻湘、长沙市机
关、省属企业、在长高校负责同
志，企业职工、高校师生、省委
党校学员、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代表，省委宣讲团成员、各市州
委讲师团负责人共1600余人聆
听了报告。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11月6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来到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与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基层。
杨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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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讲团深入农村与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11月6日下午，中央宣讲团成
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姜伟一行来到长沙县黄花镇黄
龙新村， 与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
互动交流，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及
时准确地传达到基层。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参加互动
交流活动。
面对面交流，一对一解答……
中央宣讲团深厚的理论功底、对
党 的 十九 大精 神 的深 入学 习 思
考， 以及对基层百姓关心问题的
充分关注， 让基层干部群众深受
鞭策和鼓舞。

“让农民成为
有尊荣感的职业”
下午2时40分许，黄龙新村村
部会议室里暖意融融，气氛热烈。
姜 伟从 基 层群 众关 心 的话 题 入
手，从民生、农业、健康、环境等多
个方面，宣讲了十九大精神。姜伟
说， 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体现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中， 报告有
理想、接地气，与人民群众息息相
关。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203
次， 再次说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 基层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坚定
“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
权威，把十九大的精神落实到位。
互动交流开始后，与中央宣
讲 团围 坐一 圈 的党 员干 部 群 众
积极提问。黄龙新村原党支部书
记王 再德 抢 到了 第一 个 提 问 的
机会。
年逾古稀的王再德， 当过38
年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是最好的
时代。”他说，近些年来，由于我们
党的好政策， 村民们都过上了好

日子。2016年村里人均纯收入达
3.4万元，家家都有了小车，“农民
身份，市民生活”，村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
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请问，国家会有
实质性的举措吗？会给农村、农民、
农业带来哪些实惠？”王再德问。
姜伟回答，在十九大报告中，
为什么提“乡村振兴战略”，因为
在我们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非
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乡村
振兴战略”，不仅着眼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而且着眼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要求更高了。报告中
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
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
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实行“乡村振兴战
略”， 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村
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 让农民成
为有尊荣感的职业。

变化是十九大的重大政治判断。
改革开放近40年来， 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客
观存在，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
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同时，从社会
需求看，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
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化了
的需求。因此，要根据社会主要矛
盾的客观变化及时作出判断并予
以准确概括。
“不过，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
了。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姜伟说，只要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只是要调整发展思路，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现场，提问踊跃，回答精彩，
大家听得聚精会神， 不时发出掌
声。
■记者 李国斌

湖南日报社主办
三湘都市报：

要继续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还要不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沙
县委党校理论教员李阳岳问。
姜伟表示， 社会主要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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