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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6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
议并讲话。

面对“五个凡是”风险挑战
时要敢于亮剑

杜家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的重大意义，科学回答了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深刻领会总
书记讲话的丰富内涵，在思想上
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深刻认识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
杂性艰巨性， 增强战略定力，保
持忧患意识， 发扬湖南革命传
统，保持高度斗争警觉和顽强斗
争意志，在新时代新的长征路上
作出湖南应有的贡献。

杜家毫强调，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准确把握斗争方
向。始终保持政治清醒，时刻牢
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
们要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方
向性问题，特别是面对“五个凡
是” 风险挑战时要旗帜鲜明、立
场坚定，保持定力、敢于亮剑。要
坚定不移办好湖南的事情，以湖
南的改革发展成就更好诠释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以湖南的生动实践
彰显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科学
决策，以湖南一地一域的稳定为

国家大局稳定作贡献。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斗争立场，坚定与
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作斗争，用踏踏实实的奋斗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把斗争精神体现到履职担
当的具体工作中

杜家毫强调，要牢固树立问
题导向，把斗争精神体现到履职
担当的具体工作中。增强敏感性
和鉴别力，对潜在问题和风险加
强分析研判， 善于见微知著、未
雨绸缪。坚持既当指挥员、又当
战斗员， 做敢于斗争的战士、不
做爱惜羽毛的“绅士”。要与复杂
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风险挑战作
斗争，与我们面临的政治、经济、
稳定、 廉政方面的风险作斗争，
与一切影响湖南政治生态、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的沉疴宿疾作斗
争。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
要同自身存在的与新时代新理
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旧思维、老
套路作斗争。

杜家毫强调，要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
增强斗争本领。 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
治上的坚定，增强斗争的底气和
力量。 主动投身到情况最复杂、
问题最突出、矛盾最集中的重大
斗争一线去练胆魄、 磨意志、长
才干。因时因势因地制定战略谋
划，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把握斗争时度效，牢牢掌
握主动权。要有组织、有计划地
把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放到重
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磨砺。

■记者 唐婷 周帙恒

本报9月6日电 今天上午，
2019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并
作发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
辉，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2018年泛珠区
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以来
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和泛珠秘书
处工作报告，通报了关于2019年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
席会议有关事项的审议意见。会
上，各方行政首长围绕“利用泛
珠三角平台加强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
道，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有机衔
接；共促泛珠三角区域与粤港澳
大湾区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等
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许达哲说，近年来，湖南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东部沿
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
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
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积极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加强与泛
珠各方的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进入新时代，
泛珠区域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 我们要抓住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重要机遇， 推动泛珠合作
向纵深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许达哲建议，泛珠各方围绕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深入对接大湾区发
展战略规划， 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
享、生态环境共治，共同探索区
域合作新机制。围绕加快构建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推动创新
政策互动、创新平台互享、创新
要素互通， 共同破解科技金融、

中介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瓶颈
问题，加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联
合攻关，共同打造泛珠区域创新
共同体。围绕加快实现产业基础
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目标，坚
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加快完善区域产业协作体系，支
持上下游企业跨省开展产业协
同和技术合作。湖南将加快建设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与泛珠各方共同打造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努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围绕推
动市场一体化，发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势，打造有利
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
用的良好环境，共同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泛珠合作各方一致同意，
2020年泛珠区域合作行政首长
联席会议由海南省承办。

■记者 冒蕞

本报9月6日讯 近日，省生
态环境厅、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主要污
染物排污权纳入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网上交易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将我省主要污染物排
污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 常德为全省首个排污权网
上平台交易试点市。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 我省充分利用电子交易系
统，实现“全省一张网”“一件事
一次办”，以形成“竞价是常态，
协议为特例” 的排污权交易市

场，全面推进排污权网上竞价、
阳光交易。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作为排污权网上交易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 迅速根据文件要求
制定相应实施方案，同时，该中
心积极与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对接排污权交易系统下发事
宜， 做好下发系统与中心业务
综合管理系统的互联互认，以
及人员操作培训工作； 并积极
与市生态环境局排污权储备管
理系统对接，实现互联互通，信
息共享。 ■记者 和婷婷

省纪委通报5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本报9月6日讯 中秋国庆
将至，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
围， 省纪委今天通报了5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罗迈钦借公
务差旅之机公款旅游问题。
2016年7月至2017年5月， 罗迈
钦先后4次借到山东、新疆、甘肃
等地公务考察学习之机公款旅
游，违规报销住宿费、车费、出差
补助等共计2.27万元。罗迈钦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安乡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
大队长裴超等人违规收受礼品
问题。今年3月至4月，裴超、治
安大队副大队长李宏兵、辅警
刘登在办理某非法运输烟花
爆竹案中，先后接受安乡县某
烟花爆竹流转站老板马某某
等宴请7次， 并收受高档香烟
11条 。 裴超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 、 政务降级处分和免职处

理，李宏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和免职处理，刘登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
以收缴。

岳阳市云溪区林业局党组
书记、 局长卢进军违规公款吃
喝、 公款送礼问题。2017年1月
至2018年12月， 卢进军在任云
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期间，安排人员以虚开或增开广
告宣传费、印刷费发票方式套取
资金共计47.16万元， 其中用于
违规公款吃喝23.43万元、 违规
赠送礼品礼金15.81万元。 卢进
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
过处分和免职处理，其他相关责
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其余两起是衡阳市工业企
业改制服务办公室党委委员、副
主任、工会主席王宏威违规使用
公车问题，原宁远县农委违规发
放津补贴问题。

■记者 张斌 刘燕娟

我省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坚定不移办好湖南的事

污染源普查完成不力
长沙这些单位被约谈

记者9月6日获悉，长沙市污普
办针对国家质量核查组反馈的问
题清单，日前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国家质量核查反馈问题整
改约谈会，通报国家质量核查发现的
问题， 约谈差错率较大的开福区政
府、 湖南英怀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皓宇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会议责成开福区政府重新对
普查数据进行审核，须于9月6日前
向市污普办上报整改方案，9月16
日前整改到位，并上报整改报告。

“竞价是常态，协议为特例”
常德成全省首个排污权网上交易试点市

2019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

抓住机遇，推动泛珠合作向纵深发展

9月6日，演员在演唱《祖国颂》。当晚，雅韵三湘·音乐经典“我和我的祖国”长沙交响
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上演。 记者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