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社区在职党员给78岁的老党员唐佑龙（左二）介绍新
党章。该社区共有党员77人，其中80%为老党员。十九大闭幕后，社区党总支组织一批新党章及党的十九大
相关书籍，给年老党员送书上门。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艳明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
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的实施细则精神。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
会议并强调，要切实加强政治建
设， 恪守党的领导最高原则，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永远在
路上的恒心和韧劲，坚持不懈把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到底。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傅奎、
黄关春、黄兰香、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韩永文等出席。

杜家毫指出， 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政治
意识，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牢记
“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毫
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做到党中央提
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
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属于地方和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
作部署， 都要以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为前提， 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
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杜家毫强调， 要持之以恒加
强作风建设， 自觉向党中央对标
看齐，坚持问题导向，发扬钉钉子
精神，从具体事情抓起，从领导机
关、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做
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强化监
督检查，严肃执纪问责，加强建章
立制， 坚决铲除不良作风滋生的
土壤， 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
劲， 一如既往地贯彻落实好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推动全省党风政
风持续好转。 ■记者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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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主题， 为全省市厅级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集中轮训班学员作专题讲座。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
会议，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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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永文等出席。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
以新思想、 新理论为标志。”讲
座中， 杜家毫说， 从时代背景
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新的历史方位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时代产物；从理论特征看，体
现了继承性、创新性、人民性、
真理性的有机统一； 从历史影
响看，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
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
界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突出政治建设，
开拓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提
出了新发展理念， 开拓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
境界；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开拓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的新境界；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新境界。” 杜家毫着重
从党的建设、新发展理念、文化
自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四个
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阐述。他
指出， 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 以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
党的建设；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
度治党相结合， 提高全面从严
治党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治标
与治本相互促进， 形成并巩固
发展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坚持
好干部标准， 全面增强各级领
导干部执政本领。 要牢牢把握
发展第一要务， 坚持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牢牢把握新常
态大逻辑， 以新发展理念统领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牢牢把
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牢牢
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要求， 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牢牢把握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 要始终以文化自信拓展中
国道路、构筑中国方案，以马克
思主义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阵
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魂聚力，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
把握好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实
践观点、问题导向、科学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 进一步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和方法。

省直部门和各市州
负责同志要先学一步

许达哲在主持时指出，要
学深悟透，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省直部门和各市州负责同
志要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而坚决地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切实把党
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
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要增
强“八种本领”，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 学用结合。 端正发展观
念，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执政
本领，增强想干事、真干事的自
觉， 提高会干事、 干成事的能
力， 以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和
人民交上满意答卷。“空谈”不
行，“清谈”也不行。要说实话、
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集中
精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真抓实干，做出实绩，确保圆满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杜家毫为全省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集中轮训班学员作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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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11月9日讯 发生了较
大及以上事故， 责任单位及负责
人将被“黄牌警告”或者“一票否
决”， 并报送省纪委和省委组织
部，在年度考核结果确定后，作出
相应限制性惩处措施。日前，省政
府办公厅正式印发了新的《湖南
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 逐项
扣分，单项分值扣完为止。事故考
核时段为上年12月1日至当年11
月30日（当年12月发生的重特大
事故和影响恶劣的较大事故纳入
当年考核）；当年查实的前三年内
发生的较大及以上瞒报事故，纳
入当年考核。

对年度内有下列6种情形之

一的，实行安全生产工作“一票否
决”：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市州
发生2起及以上重大事故的；县市
区发生1起重大事故或3起及以上
较大事故，或瞒报、谎报较大及以
上事故的； 中央在湘和省直有关
单位所监管行业领域发生2起及
以上重大事故的； 中央在湘和省
属企业发生1起重大事故或2起及
以上较大事故，或瞒报、谎报较大
及以上事故的；年度考核评定为不
合格的。

被“一票否决”的单位，当年
不得评先评优， 其党政主要负责
人、 分管负责人自预否决之日起
一年之内不得提拔重用， 取消当
年绩效奖金。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任洁露

湖南发布安全生产考核办法
6种情况将被“一票否决”

本报11月9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财政厅获悉，为保护湘江“母亲
河”， 省财政安排17.1亿元奖补资
金， 积极推动湘江保护和治理第
二个“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实施。

根据《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
理 第二 个“三 年 行动 计 划 ”
（2016-2018年）实施方案》要求，
省财政厅会同相关省直部门聚焦
目标，明确重点，统筹整合相关专
项资金，采取奖补方式，按照“省
级主导、地方负责、绩效评价、财
政奖补”的原则，2017-2018年安
排17.1亿元奖补资金， 引导和激
励湘江流域范围内长沙市、 株洲
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郴州
市、永州市和娄底市，重点开展农

业污染、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
治理以及重点问题水体综合治理
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按照奖补实施方案， 农业污
染治理，重点奖补退耕还林还湿、
畜禽粪污治理；工业污染治理，重
点奖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重金属污染治理；城镇生
活污染治理， 重点奖补城镇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 存量垃圾场污
染治理；重点问题水体综合治理，
重点奖补不达标水体治理、 黑臭
水体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重点
奖补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姬广科 尹志伟

省财政安排17.1亿元奖补资金
推动湘江保护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