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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上午， 中共湖南省委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新闻
发言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
飞主发布湖南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总体
安排和实施情况。

把学习宣传贯彻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

张剑飞介绍，湖南省委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安排
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和把握讲
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
和实践要求，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

根据中央部署要求， 省委坚持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
起来，与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推
动湖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
来，融会贯通、统筹谋划、一体落实。

张剑飞介绍， 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
神， 总的就是把着力点聚焦到深刻
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
和伟大光荣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和
光明前景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
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
值上，聚焦到深刻领会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根本要求上， 聚焦到深刻

领会踏上新的赶考之路、 为党和人
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上，进
一步引导全省上下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
在新的征程中砥砺奋进、接续奋斗，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迅速在全省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的热潮”

张剑飞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七一”重要讲话后，湖南省委高
度重视、立即行动，迅速在全省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领导干部带头领学促学。7月1
日上午集中收看实况直播后， 省委
书记许达哲当即对学习宣传贯彻提
出明确要求；7月2日上午，省委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
会；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学习
贯彻专题读书班，7月5日召开省级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研讨交流会；近
期， 各级领导干部均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组织生活会。

召开省委全会作出全面部署。7
月13日—14日召开的省委十一届
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湖南省
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
南新篇章的决定》，对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作出全面动员部署。

上下联动推动深学笃用。 组织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统一收
看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实
况直播，督促各级党委（党组）认真
开展集中学习、研讨交流，推动讲话
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进校园、进网站。

在抓好学习领会、宣传宣
讲、贯彻落实上下功夫

张剑飞介绍，下一步，湖南将进
一步在抓好学习领会上下功夫，各

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
点内容，安排专门时间集中学习，列
出专题进行研讨； 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学习、 带头
宣讲、带头作专题报告、带头撰写学
习体会和理论文章；组织部门、党校
（行政学院）、 高等院校把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干部
培训和思政课堂教学的必修课。

进一步在抓好宣传宣讲上下功
夫， 抽调有较强理论功底和宣讲能
力的同志组建宣讲队伍；充分利用党
报党刊党台党网和新兴媒体，及时推
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有特色的报
道、综述、社论、评论和理论阐释文章；
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
理论界等方面的作用，推出一批有价
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在抓好贯彻落实上下功
夫，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将其贯彻落实到湖南改革
发展稳定各领域各环节。 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
党的建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湖南法治湖南；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文化强省建
设， 加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教
育，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推进“一
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坚持从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做起，统筹
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保稳定各项工作。

会上，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
部、省委统战部、省纪委监委有关负
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 就如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先后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周帙恒

三湘都市报记者 张浩

许达哲代表省委、 省政
府向莅临大会的嘉宾表示欢
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南
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
谢。许达哲说，诚实守信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湖
湘文化的精神内涵。近年来，
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
加快推进网络诚信法治化、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着力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 着力加强
信用综合治理、 着力推进信
用基础建设、 积极营造风清
气正、崇德向善、诚实守信、
健康安全的网络诚信环境，
推动讲诚信、 守诚信在三湘
大地蔚然成风。我们守护好网
络主阵地，突出抓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深入挖掘湖南红色资源
富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网上
宣传， 讲好湖南红色故事、弘

扬优秀湖湘文化，为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
湖南注入了强大动能。 中国
网络诚信大会作为网络诚信
建设的年度盛会， 是诚信建
设、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湖
南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落实三
个“新发展”要求，大力推进网
络诚信建设，提升网络空间治
理水平，更加注重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校准网络诚信“风
向标”； 更加注重激浊扬清、
守正创新，汇聚网络诚信“正
能量”； 更加注重完善机制、
深化治理，织密网络诚信“防
护网”；更加注重传承精神、引
领风尚，画好网络诚信“同心
圆”，推动构建广泛参与、共建
共享、更诚信更文明的网络新
空间，凝聚奋斗“十四五”、奋
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长沙开幕 许达哲盛荣华致辞 任贤良出席 乌兰主持

推动构建更诚信更文明的网络新空间

中共湖南省委发布湖南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总体安排和实施情况并答记者问
迅速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7月15日上午，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长沙开
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中央网信办
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网络社会
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许达哲
会见了盛荣华一行。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开幕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
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任
鸿斌等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
伟、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何崇元、新华社原副社长周锡
生，省领导吴桂英、叶红专、陈飞、贺安杰出席开幕式或
参加会见。（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盛荣华指出， 诚信是中
华文明传承千年的道德精
髓， 是中华民族融于血脉的
高尚品格， 更是中国共产党
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当今
时代，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
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
领域， 为诚信建设提出了新
课题、赋予了新内涵、打开了
新空间， 网络诚信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 新时代孕育新文
明，新文明推动新时代。立足
新起点、面向新征程，网络诚
信建设必须体现新的历史特
点、回应新的时代课题、适应
新的社会发展， 我们要传承
红色基因， 厚植网络诚信建
设思想根基；践行根本宗旨，
拓展网络诚信建设力量源
泉；紧跟时代步伐，激发网络
诚信建设创新活力； 汇聚各
方力量， 形成网络诚信建设
奋进之势， 共同推进网络诚
信建设，更好推动网络强国、
文化强国、信用中国建设，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应有贡献。

此次大会为期2天，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网络诚信建设部署
要求， 贯彻新发展理念，弘
扬诚信文化， 推进诚信建
设， 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
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
社会氛围。大会以“诚聚力
量 信赢发展———共建网络
诚信新时代”为主题，共安
排9场高水平论坛及相关活
动，并举行“建档立信 诚赢
发展”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发布“正本清源 明理增信”
涉党史辟谣榜，展示“星诚
之约”手势舞云传递活动成
果， 发布《长沙倡议》，为
2022年度网络诚信宣传大
使颁发聘书。

大会由国家网信办、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市场监管
总局、湖南省人民政府指导，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湖南省网信办、 长沙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黄晗
三湘都市报记者 潘显璇

完善机制、深化治理，织密网络诚信“防护网”

网络诚信建设，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总体考虑）

●把着力点聚焦到深刻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和伟大光荣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和光明前景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上

●聚焦到深刻领会踏上新的赶考之路、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