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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
讯 20日下午， 制造强省建
设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省
委副书记、 省长毛伟明在
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
署， 立足良好基础和条件，
分析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部
署发展目标和路径，不向困
难退半步、 只为胜利添精
彩，全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彰显湖南所能，服务
制造强国。

副省长陈飞，省政府秘
书长邓群策出席。

会上宣读了湖南制造
强省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名单，黄伯云任名誉主
任委员， 田红旗任主任委
员， 欧阳晓平、 廖湘科、罗
安、 陈晓红任副主任委员。
毛伟明向大家颁发聘书。

毛伟明指出，要深刻认
识我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所肩负的政治责任、承
载的历史使命和体现的发
展担当，高水平推进制造强
省建设，奋力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 力争到
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0%左
右，年均增速达到8%，先进制
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达到
60%以上， 形成5个万亿行
业、20个以上千亿产业、5个

以上千亿企业； 到2035年，
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新体系，真正成为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毛伟明强调，要落实制
造强省建设的系列部署，把
握制造业高端化、 数字化、
集聚化、绿色化、融合化五
大发展趋势，瞄准“高端产
业”和“产业高端”，推动数
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梯
度培育一批先进制造业集
群， 全面培塑发展新优势、
新动能，提升制造业绿色发
展水平，加快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资金链、价值链
深度融合。强化制造业发展
的政策支持、 环境优化、要
素保障、平台打造、人才培
养、 企业活力六方面支撑，
做强大企业、 培育“小巨
人”，打造高能级产业平台，
切实解决好企业缺资金、缺
芯、缺电、缺工和原材料价
格高企等困难，实现人才供
给与产业发展无缝对接，弘
扬企业家精神，持续优化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推动提升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取得扎实进展。

毛伟明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工
作机制、 持续跟踪问效、营
造浓厚氛围，形成真抓实干
的强大合力，推动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孙敏坚 黄晗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20日上午， 省委书记张庆伟主
持召开省委宣传思想工作暨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紧扣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从更高站位抓好宣传
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为湖南高
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不断巩固全省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省委
副书记朱国贤出席。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杨浩东出席。

在听取相关汇报和与会同
志发言后，张庆伟指出，宣传思
想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
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就做好理论舆论、文化文
艺、内宣外宣、意识形态建设等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
刻回答了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
工作的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
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宣
传思想战线要全面对标看齐，把
思想和行动更好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凝心聚力
推动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
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张庆伟强调，要着眼凝心铸
魂加强理论武装，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
扎实推动学思想、悟思想，发挥
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健全理
论普及工作体系， 面向基层、面
向群众开展对象化、 分众化、互

动化理论宣讲，突出抓好青少年
群体理论宣传教育，更好引导全
省干部群众忠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
扣中心大局壮大主流舆论，紧紧
围绕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 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加强形势政策宣传，科学有
效引导社会舆论，加快传播能力
建设， 持续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更好强信
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要
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增
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敏
锐，管住管好各类阵地特别是互
联网阵地，高度重视教育领域意
识形态工作，坚决有力开展意识
形态斗争，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要注重守正创新推动文化建
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按照科
学适度原则修缮好革命旧址，深
入提炼与湖南密切相关的革命精
神， 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 努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提升
群众高品质生活。 要压实主体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 各级党委要全
面贯彻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党管媒体原则， 各级宣传部门要
发挥牵头抓总和督促指导作用，
各成员单位要抓好本系统本行
业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推
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张庆伟在省委宣传思想工作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巩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共同思想基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20日
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
发展》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进一步阐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立场。

白皮书说，近年来，反中乱
港势力以夺取特区管治权、实施
“颜色革命”为目的，挑战“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冲击特区宪制
秩序，破坏香港法治，进行危害
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
各种活动。事实一再表明，反中
乱港势力及其背后的外部敌对
势力是阻碍香港特别行政区民
主向前发展的罪魁祸首。

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依
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
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同宪法和
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
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坚定落实“爱国
者治港”原则。这一系列标本兼
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

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特
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
确轨道。

白皮书指出，发展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对保障香港
居民民主权利、 实现良政善治、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
久安具有重大意义。“一国两制”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提
供了根本保障。确保“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继续推动香港民
主发展，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必须按照“一国
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切合香港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
等条件，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
主发展道路。

白皮书说，“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显
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制度韧性。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信心、有
智慧、有能力，既把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的内地管理好、 建设好，
也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
管理好、建设好，并把符合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建
设好、发展好。 ■据新华社

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毛伟明在制造强省建设推进大会上强调

彰显湖南所能，服务制造强国

12月20日，长潭西高速大王山互通立交工程主体完工，正进行绿化、交
安、机电等扫尾施工。该工程连接新学士路与长潭西高速，是湖南湘江新区
的重点工程，将于春节前全部竣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长潭西高速大王山
互通主体工程完工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省农业农
村厅日前发布《关于动物检疫九条禁
令》， 进一步严明动物检疫工作纪律，发
挥动物检疫在防控动物疫病、 保障动物
源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重要
作用，保护消费者健康。

“九条禁令”内容为：严禁不检疫就
出证； 严禁检疫收取费用； 严禁检疫时
“索拿卡要”；严禁超检疫范围出证；严禁
为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产品出证； 严禁
违反国家和我省动物疫病防控政策与规
定出证；严禁违规使用、倒卖动物卫生证
章标志； 严禁将畜禽标识交给贩运人和
承运人；严禁发现违法行为不报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王昕昕 许晓璐

严把动物检疫关
湖南出台“九条禁令”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简称
“省森防办”）获悉，20日至23日，受连晴
升温影响， 湘中及以北部分地区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高。24日至26日， 受强冷空
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据气象预报， 未来一周大部地区前
晴后雨， 气温前高后低，24日至26日有
一次强冷空气过程。其中，20日至23日，
升温明显。省森防办提醒，20日至23日，
湘中及以北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需加强野外火源管控， 做好森林防灭火
工作。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湘中及以北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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