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听取吕建致辞后， 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2019年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
的一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 我们大家一起团结
奋斗、一起攻坚克难，有付出也有
收获，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年来，中
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
多的复杂局面， 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新的重大进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2019年也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一年来，各
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自觉维护中共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团结一心、锐意
进取，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展
现了新的作为。 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扎实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回顾
多党合作初心， 弘扬优良传统；围
绕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
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提
出意见和建议， 为中共中央科学
决策和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
考。 各民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脱
贫攻坚民主监督， 加大定点监测、
驻村调研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工商联持续
开展“光彩行”活动，踊跃投身“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无党派人士
积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
策。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家
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近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2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军
人军属、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

意见构建社会优待的体系
框架，涵盖荣誉激励、生活、养
老、医疗、住房、教育、文化交
通、其他优待共8个方面，综合
考虑优抚对象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所作贡献， 树立贡献越大优
待越多的鲜明导向， 促进优待
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意见明确，健全管理机制，
建立优待证制度、 明确优待目
录、完善奖惩措施。逐步为退役
军人和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统一制发
优待证， 作为享受相应优待的有
效证件；残疾军人凭残疾军人证，
军队离退休干部、 退休士官凭离
休干部荣誉证、军官退休证、文职
干部退休证、退休士官证，现役军
人凭军（警）官证、士官证、义务兵
证、 学员证等有效证件享受相应
优待， 现役军人家属凭部队制发
的相关证件享受相应优待。 优待
目录清单将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 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以及优
待工作不断创新，适时调整更新。
对优抚对象作出新的突出贡献受
到表彰的，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优
抚对象依法被刑事处罚或受到治

安管理处罚等多种情形的， 取消
其享受优待资格， 收回相应优待
证件。

意见要求， 军地有关部门要
压实工作责任、严密组织实施、强
化教育引导： 各地要列支相关经
费，对优惠项目予以补贴；要把优
待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工作绩
效考评范畴，双拥模范城（县）、模
范单位和个人评选的重要条件，
作为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评选和
社会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 要充
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形成统筹
推进、分工负责、齐抓共建的良好
工作格局。

■据新华社

本报1月14日讯“国网湖
南电力将全面完成长沙电网供
电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实
现供电能力再提升25%。”今
日， 国网湖南电力副总经理戴
庆华在发布会上表示， 公司制
定了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2020
年行动计划， 将持续加强电网
建设， 推动湖南电网实现大发
展、大跨越。

2019年国家电网公司与湖
南省政府达成战略合作， 三年
投入1008亿元，“再造” 湖南电
网，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充
足动能。

“‘再造’ 湖南电网工程进
入中段， 关键是要抓紧1008亿
元电网投资契机， 推动大跨越
式的建设。”戴庆华透露，为支
撑湖南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
国网湖南电力制定了2020年行

动计划，重点包括“八大行动”。
打造坚强智能电网。 大力引

入外来电力， 有效缓解我省用电
紧张局面。 全面完成长沙电网供
电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实现
供电能力再提升25%。

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 深化
能源大数据共享与应用， 开展变
电站、 数据中心站和5G基站等
“多站融合”试点。强化电力数据
在经济、应急、环保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 打造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
示范区，重点推进分布式光伏、综
合能效、电动汽车、能源电商等生
态建设。

落实电力改革部署。 加大电
力市场化交易力度， 开展针对性
降成本工作， 进一步扩大企业能
用降成本成效。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进一步
推动农业生产电气化、 乡村产业

电气化、农村生活电气化。
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持续提

高供电可靠性， 全面简化办电手
续，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便捷用
电服务。

巩固行业扶贫成果。 继续补
齐贫困地区电网短板，全额消纳、
及时结算光伏扶贫电站上网电
量， 积极为贫困户劳动力提供务
工机会。

促进能源转型升级。 促进能
源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推进电能替代， 计划全年减少大
气污染物排放500万吨。

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推进电
力投资和市场开放， 在特高压工
程建设、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加
强与社会资本合作； 推广智慧能
源综合服务平台应用， 大力发展
综合能源业务。

■记者 卜岚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祝福

2020年湖南电力行动计划发布 重点包括八大行动
实现长沙电网供电能力再提升25%

20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等优待工作

逐步为退役军人统一制发优待证

1 月 14 日
晚， 艺术家们在
表演民族管弦乐
《火红中国年》。
当天，2020湖南
省演艺集团新春
音乐会在长沙音
乐厅奏响，欢快的
民族音乐奏出了
对新春的期盼。
记者李健龙文泱

摄影报道

图片·新闻

多彩民乐
庆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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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
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民建中央
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吕建、刘恒等应邀出
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已退
出领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和
常务副主席。

2019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展现了新的作为

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 希望大家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
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
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
协调关系、 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定信心和决心， 引导广大成员
和各自所联系群众， 增强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指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需要
凝聚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围
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调查
研究察实情，实事求是建诤言，做
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
同事。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要
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 民主党
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希望
各民主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
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
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
政党，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全国工商联要
加快推进工商联各项改革， 更好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加强
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思
想引导和政治引领工作，为他们发
挥作用搭建舞台、提供条件。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据新华社

2020年，凝聚智慧和力量，调查研究察实情，实事
求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