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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网站开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将于9月23日开始
运行。 新闻中心网站（网址：
http：//www.70prc.cn）将于 9
月21日零时先行开通， 为中外
记者提供采访公告等部分功能
服务。

新闻中心网站包括中文、英
文版本，支持电脑端及手机端适
配，将及时发布庆祝活动动态新
闻，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专题
集体采访、外出参观采访活动公
告、通知等重要信息。为方便中
外记者通过更多渠道了解新闻
中心各项服务内容和相关信息，
新闻中心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账号和今日头条号，也
将与新闻中心网站同日开通。

新闻中心9月23日运行后，
各项服务功能将正式对外提供。
新闻中心网站也将全面运行，提
供更加丰富的信息服务。

■据新华社

自9月20日起， 中国记协在中
国记协网、新华网和《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上公示第二十九届中国
新闻奖评选结果。本届中国新闻奖
共评选出349件拟获奖作品， 其中
特别奖5件， 一等奖62件， 二等奖
106件，三等奖176件。同时公示的
还有本届《评选细则》和评委名单。

公示时间为9月20日12时至
10月10日12时，在此期间，社会各
界均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
邮件等方式对评选结果发表意见，
进行监督和评议。中国记协评奖办
公室将认真受理，并对有关举报进

行核查和处理。公示结束后，中国
记协评奖办公室将正式公布获奖
结果。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电话：
010-61002963； 电 子 邮 箱 :
5826@vip.163.com；地址：北京
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7号；邮编：
1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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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上
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
取关于市州和部分省直单位
政治建设考察情况汇报。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根据省委安排， 今年5月
至8月， 省委组织部对14个市
州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
展了政治建设考察，对县市区
党政正职政治建设考察进行
了“回头看”，并选取省民政厅
等12家省直单位进行了政治
建设考察试点。

会议指出，开展市州和部
分省直单位政治建设考察，是
对县市区党政正职政治建设
考察的深化和拓展。 通过考
察，各地各单位进一步提高了
政治站位，增强了践行“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推动了中央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 压实了从严
管党治党根本责任， 端正了领
导干部发展观政绩观， 提升了
领导班子整体功能， 激励了广
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前
阶段经验，进一步推动政治建
设全面覆盖、常态长效。对标

中央新要求，进一步改进考察
内容方式， 提高考察质量效
果，继续抓好省直单位、省属
高校、省管企业政治建设考察
工作，做好政治建设考察与年
度考核、平时考核、换届考察
的结合文章，更好发挥考察的
“政治体检”作用。

会议强调，要强化成果运
用，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 抓好问题反馈，
既把准共性、 又突出个性，市
州的情况反馈要与主题教育
开展结合起来。对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进行精准“政治画
像”， 对班子和干部存在的不
足，要帮助分析原因、查找根
源， 有针对性地提醒教育、整
改提高。把考察成果体现在干
部的选拔任用上，切实把好干
部标准特别是政治标准落到
实处，把讲政治、重担当、凭实
绩的导向鲜明树立起来。

会议强调， 要坚持以考促
建，进一步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落
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
大会9月20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把服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为工作
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
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 提高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
聚共识，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
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担负起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
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
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
八大新要求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是中国
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
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
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
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人民政协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对人民
政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对
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二是准确把
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三是发挥好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四是
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五

是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六是聚焦
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七是
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八是以改革
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70
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有
多方面的独特优势。

人民政协要在尊重多样性中
寻求一致性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人民政协要
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和加
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
聚共识的重要渠道。要正确处理一
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
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
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
成“清一色”。要把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
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思想
上的共同进步。

习近平指出，政协委员作为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由
各方面郑重协商产生，代表各界群
众参与国是、履行职责。这是荣誉，
更是责任。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
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
履行委员职责，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和认识能力， 全面增强履职本领。
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锤炼道德品行， 严格廉洁自律，以
模范行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
风采。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人
民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为
政协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子。党委主要
负责同志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
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政协
党组要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
策部署在人民政协得到贯彻落实。
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据新华社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扶贫办获悉，根据国务院
扶贫 开 发 领 导 小 组 发 布 的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公告》，我
省杨淑亭（女）、胡喜明、刘祖治3
名先进个人和郴州市宜章县登
榜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名单。

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淑亭获“奋进奖”。杨
淑亭身残志坚，创建了花卉种植
专业合作社、 七七科技股份公

司，带动全县700多户贫困户增
收脱贫。

益阳市桃江县扶贫办主任
胡喜明获“贡献奖”。胡喜明先后
奔赴15个乡镇，为2万多名党员
干部宣讲扶贫政策，并创新工作
机制，助推全县脱贫攻坚。

湖南万樟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祖治获“奉献奖”。刘祖治
把自己多年打拼的上亿元积蓄
投到茶陵县， 开展植树造林、绿
化荒山，创建了一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带动当地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
宜章县获“组织创新奖”。宜

章县大力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创
新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扶贫
服务中心（站），确保扶贫小额信
贷贷得到、用得好、收得回、可持
续。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
活动，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组织实施，今年共评选出先进
个人和先进单位140个，将在10
月17日“扶贫日”当天举行并进
行表彰。 ■记者 奉永成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听取市州和部分省直单位政治建设考察汇报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精准“政治画像”

我省3名个人和1个组织获全国脱贫攻坚奖

中国记协公示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
349件作品拟获奖，欢迎监督、评议

“太极一号”
在轨测试成功

我国首颗空间引力
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
第一阶段在轨测试任务
已顺利完成。 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相里斌9月20
日宣布， 该卫星被正式
命名为“太极一号”，我
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迈出
了第一步。这是“太极一
号”卫星（8月17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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