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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彰显政治自觉
依靠学习建功新时代

“大学习”的“大”，首先体现
为分层次、全覆盖。湖南充分发挥
“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推进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
度化、规范化，开设《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微心得专报》，形成一级带着
一级学、 一级做给一级看的良好
氛围。 省委书记杜家毫撰写了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
入》等多篇学习心得，引导领导干
部先学先思、先悟先行。针对党员
干部、 青年学生、 基层群众等群
体，采取培训轮训、主题征文等多
种形式优化“菜单”，实现供给需
求有效对接。

“大学习”的“大”，还体现在
学习有高度、有深度。湖南组织
全省社科理论界的业务骨干分
批次开展专题培训， 为推动学
习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打牢基
础。同时，确定100项“研究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智库专项委托课题。

构建宣讲宣传矩阵
凝聚砥砺前行力量

理论宣讲鼓士气。省委书记

杜家毫参加完十九大回湘后，第
一时间就深入洞庭湖腹地进行
调研和宣讲。此后，他抓住各种
机会， 在全省近半数市州宣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
市、县成立专家宣讲团，层层铺
开宣讲活动。成立各级微宣讲队
伍2000多支，深入基层开展微宣
讲活动6万余场，直接受众达300
万人次。

新闻宣传聚人气。省内各媒
体统一开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指 引
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专
栏，连续推出报道。组织省内主
要网站和移动新闻客户端在突
出位置开设专题专栏，“新湖南”
客户端每日重点推送一篇宣传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文章，日点击
量近万次。

特色宣传接地气。 融入文
艺创作、思想道德建设、文明创
建，是创新普及手段的好办法。
比如，益阳市组织创作“新思想
新时代———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专题文艺节目”，借助花
鼓戏、快板书、益阳弹词、现代
歌舞等艺术形式， 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盘托出， 演出60多场， 获得广
泛好评。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
统一，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改革发
展稳定的各个领域， 转化为三
湘大地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湖南迅
速出台学习贯彻意见， 进一步
推动“三个着力”落地落实，部
署推进四大创新， 实施五大开
放行动，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

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省委确定
2018年为“产业项目建设年”，湖
南产业正向中高端迈进。“指尖”
“路上”“天上”的制造变革，几乎
每天都在湖南精彩上演，成为湖
南经济发展稳定性、可持续性进
一步提升的最好注解。

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大力推进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
坚决控制政府债务不合理增长。
省委始终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与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以“一湖四水”
为重点，开展了力度空前的生态
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继续

“赶考”，巩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良好态势。省委立场鲜明，高悬
“利剑”，在强力“打虎”的同时持
续“拍蝇”，特别是严查中央八项
规定落实情况及扶贫领域作风
问题， 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
党心民心更加凝聚。

形成长效机制
促进学懂弄通做实

湖南注重准确把握对象、科
学设置目标、 细化考评标准，确
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新”“天
天深”推进有方向、检验有尺度、
效果有保证。

通过开展“三做一评”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正飞入三湘大地寻常百
姓家。正如永州市零陵区一名支
部书记说的，现在学习新思想的
内容很丰富、形式很多，街坊邻
居都能说上几句，比如大家经常
用“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等来激
励自己。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
歌动地诗。”我们坚信，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下，生机勃勃的湖南一定
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邓小东

天天见 天天新 天天深
———湖南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2018年4月9日， 长沙市
首个“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在
开福区沙坪街道的一处农家
屋场率先开讲。该街道的工委
书记邹畅认真解读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等主
题，用鲜活的例子和数据侃侃
而谈， 讲完还请村民提问，书
记现场予以解答。

这次讲习被村民评价说
是“开了眼，醒了脑”，也可以
说是湖南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天天
见”“天天新”“天天深”“三做
一评”活动的生动缩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
新”“天天深”， 已成为全党全
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它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而是反映理论武装规
律的科学命题，也是理论武装
工作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为
了答好这个课题，湖南努力架
好理论与干部群众之间的桥
梁，创造性地开展了“三做一
评”活动，即做活大学习、做新
大普及、做实大践行、搞好大
评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作为主席国元首发表讲话

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本报6月10日讯 今天上
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
府常务会议， 部署筹备第四届
对非投资论坛、 建设全域旅游
基地等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第四届对
非投资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会
议指出，承办第四届对非投资论
坛是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大
契机。 要把这次盛会办出特色、

办出成效、办出形象。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建设

全域旅游基地三年行动计划》。
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以“锦绣
潇湘” 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
推动旅游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
农业、文化、康养等融合发展。全
面整合旅游资源和精品旅游线
路，积极开展旅游合作，实现产
品开发与市场开发的无缝对接。
要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满意度。

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有关情
况的汇报；原则通过《关于落实
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原
则通过《湖南省农村消防安全管
理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
人民政府规章的决定（草案）》，
修改完善后以省政府令颁布；原
则同意《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工作规范》。 ■冒蕞 刘笑雪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建设全域旅游基地等工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
导人6月10日共同会见记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主席国
元首发表讲话。 印度总理莫
迪、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 、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 巴基斯坦总统
侯赛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 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出席。

达成这些共识和成果

习近平介绍了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和
成果：

●各方同意加强团结协作，
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
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 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巩固开放、
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任
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加强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和发展战
略对接；

●继续在文化、教育、科技、
环保、卫生、旅游、青年、媒体、体
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促进文化

互鉴、民心相通；
●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国

际交往和合作，同联合国及其他
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同致力于促
进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积极支持和配合吉尔吉
斯斯坦接任主席国工作， 办好
明年峰会。

签署一系列协议

会见记者前，成员国领导
人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以及
一系列决议，包括批准《〈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
好 合 作 条 约 〉 实 施 纲 要
（2018-2022年）》，批准《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
年至2021年合作纲要》， 批准
《2018-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禁毒战略》及其落实行
动计划，批准《上海合作组织
预防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滥
用构想》，制定《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粮食安全合作纲要》草
案等， 见证了经贸、 海关、旅
游、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文件
的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这是9日晚举行的《有朋自远方来》灯光焰火艺术表演。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