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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李忠发）1月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
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朝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
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
发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2019年新年伊始、两国
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中
朝传统友谊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谊。我
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朝鲜
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关系在2018
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
谊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对
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愿
同委员长同志一道，共同引领好中朝关系未来发展。双方
要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合作，推
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
们访华，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
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
同志的悉心关怀下，去年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
新篇章。我此次访华，就是希望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
机，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
作深入交换看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评价朝方为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
示去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当前，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
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和共识，政
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方支持朝方继
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
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
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朝美相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
方一道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
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中方为此
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朝
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
力。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共同推动
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在7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共产党有
决心、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风
险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略路线一年来，

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强烈意愿，得
到了朝鲜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支持委员长同志
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相信
朝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四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印象深刻。朝方认为中国的发展
经验十分宝贵，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察交流。相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
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创造新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朝鲜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线，并为
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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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1 月 10 日讯 （记者
马剑敏） 1月10 日上午，为期4天的
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胜利闭幕。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的有：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大会执行主席鞠晓阳、王
若波、肖益林、蒋科荣、李放文、周晓
红、李少华、郭妤、邓联日、徐桂阳、郑
再堂、伍备战。

应邀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
座的市领导有：蔡典维、王昌义、李万
千、周迎春、李志雄、侯文、朱彤、周爱
国、曾市南、张道义、胡民主、蒋耀华、
刘德胜、赵为济、秦立军、彭华松、谭学
军、李华和、蒋志刚、晏丽君、伍邵华、
李斌、宋德瑞。

在主席台就座的市法检两院、市
委党校、高等院校、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管理局领导有：曾鼎新、戴华峰、邓党
雄、彭希林、李小坚、李小平、段雪梅、
罗建南、谢景峰、曹才力。

在主席台就座的离退休老领导有：
刘新民、赵丽莎、李竟成、刘志刚、杨盛
勋、周吉平、刘慈民、银醇祥、郭伯元、肖
洪泰、杨期林、曾光春、肖华中、蔡作云、
毛益顺、贺显海、杨建新、胡忠威。

各县市区委书记、邵阳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应邀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由市政协主席鞠晓阳主
持。

本次大会应到委员 418 人，实到
402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政治决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十二届二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鞠晓阳指出，本次会议风清气正，
庄重简朴，洋溢着民主团结、求实创新
的浓厚氛围，取得了圆满成功，是一次
凝聚力量、共谋发展、催人奋进的大

会。他代表大会秘书处和全体委员向
为本次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大会全体
参与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光的底色，因奋斗而更显厚重。
回顾往昔，我们开拓奋进，人民政协事业
实现蓬勃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
怀，协商民主建设必将焕发新的生机。”
鞠晓阳说，2019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
协成立70周年，是完成“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邵阳的关
键之年，让我们在中共邵阳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践行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和加强人民政协
党的建设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正确的
政治方向，紧紧围绕民主团结两大主题，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三项职能，携手同行、和衷共济、砥砺奋
进，为加快邵阳“二中心一枢纽”战略实
施、继续打赢“三大攻坚战”、努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邵阳人民美好生
活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大会通过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鞠晓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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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阳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刘小幸） 1月10日上午，邵阳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
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蒋耀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审查
政府工作报告，计划、财政报告和市
人大常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审
议通过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
于邵阳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报告，
印发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了市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邵阳市2018年
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预算草案的
审查报告，印发全体代表；讨论和原

则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
财政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印发全体代表审议；听
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人事组关于各
代表团酝酿讨论应补选的市监察委
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情况的汇
报，根据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确定
应补选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正
式候选人名单，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人事组关于
各代表团推荐的监票人名单情况，原
则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草案）
和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名单），印
发全体代表审议。

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邵阳日报 1 月 10 日讯 （记者
朱杰） 1月10日下午，邵阳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第四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蒋耀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计划、财政报告，市人大
常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
推定了在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第四次大会上宪法宣誓
领誓人。

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1 月 10 日，在民主、团结、求实、
奋进的气氛中，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
烈祝贺！

民主激发活力，协商汇聚众智。
会议期间，委员们集思广益，畅所欲
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政
治热情，围绕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
涉及民生的实际问题，深入协商讨
论，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建言成果丰
硕。一份份饱含智慧和温度的提案、
一场场求真务实的讨论，皆是人民的
信任与期待。

此次盛会奏响了邵阳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也凝聚了继续前行的磅礴
力量。委员们为改革发展建言，为民生
福祉献策，有效发挥了政协作为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
用，发挥了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
集的特殊优势，彰显了政协委员在本
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中
的主体作用和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
用，也为推动我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凝
聚了广泛共识，汇聚了磅礴力量。

回首过去，我们合力攻坚，成果
丰硕，催人奋进。站在当下，邵阳高质
量发展的足音铿锵有力，清晰可闻。

2019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
立 70 周年，是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邵阳的关

键之年，做好2019年工作，需要社会
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需要
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群众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

蓝图绘就，正当扬帆远航；号角吹
响，更须策马扬鞭。站在新的起点上，让
我们在中共邵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
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围绕“二
中心一枢纽”战略实施，按照“一强化
三聚焦”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责任
感和时代使命感，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昂扬的斗志，与全市人民携手并
肩，共同谱写
新时代邵阳
人民美好生
活新篇章。

为谱写邵阳发展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热烈祝贺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详见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