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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 杨维汉
胡浩）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
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 1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参加会见。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
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
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她说，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
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
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
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

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
强教师职业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全国模范教师”、79 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597个“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以及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
158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1355项“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10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清河湾
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
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校长郝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
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谢 文 远
曾小慧） 9月10日，邵阳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市
委书记、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龚文密作动员讲话时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总体要求，聚
焦目标任务，落实重点措施，坚持主题不
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主题教育，努力开创邵阳发展稳定
和党的各项事业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委第五巡回指
导组组长詹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刘事青主持会议。

龚文密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为开展好主题教育
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党员干部守初心践使
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
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龚文密强调，要把握总体要求，聚焦
目标任务，落实重点措施，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这一主题，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一根本任务，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为重点，充分运用好第一批主题教
育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确保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要全面把握、对标对表“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切实将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各级党
组织要按照这个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在学习教育、检视问题中悟初心、守初
心，在整改落实、解决问题中勇作为、担使
命。要始终聚焦主题教育目标任务，确保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作表率。要严格落实主题教育重点措施，
列出学习清单、调研清单、问题清单和整
改清单，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和改贯通
起来，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一体推进、贯穿始终。

龚文密强调，要坚持主题不变、标准
不降、力度不减，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
展。第二批主题教育是第一批主题教育的
延伸和拓展，涉及单位和人员范围广、类型
多、数量大、情况复杂，群众期待更高。我
们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科
学合理作出安排，确保有机衔接、持续推
进、取得实效。要突出从严从实要求，突出
分级分类推进，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突出群
众满意标准，突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龚文密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
和省委要求，周密谋划，精心组织，有效推
进，确保主题教育有成果出实效。要强化
责任落实，强化真督实导，强化宣传引
导。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宣
传主题教育进展情况和经验成效，总结推
广好经验、好做法，选树宣传坚守初心使
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要把开展
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结合起来，与加快产业
发展结合起来，与打好三大攻坚战结合起
来，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与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推动集
中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詹鸣强调，学习教育要贯穿始终，实
行清单管理，确保真学深悟，各级党组织
抓学习教育要符合对学习内容的要求，符
合对学习方式的要求，符合对学习时间的
要求，符合对学习质量的要求，要运用个
别访谈、随机抽查、理论测试等方法促进
学习和检验学习；调查研究要贯穿始终，
实行清单管理，确保有的放矢，第二批主
题教育单位的调查研究
不要搞“扎堆式”调研、

“应付式”调研、“签字式”

调研和“鸣锣式”调研，要注重从实际出
发，着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提出解
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要让调研报
告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提倡不增加基层
负担的“四不两直”式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要贯穿始终，实行清单管理，确保斗争质
量，要全面系统地检视，入木三分地反思，
开门见山地批评；整改落实要贯穿始终，实
行清单管理，确保真改快改，在这次主题教
育中，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几个问题、办
成几件实事，特别是列入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的问题，要抓住不放，集中整治。

刘事青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要提高站位，牢牢把握好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条主线，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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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
出重点，狠抓落实，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重点工作，
确保主题教育起点高、措施实、效果好，要
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坚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真改实
改，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确保主题教育
的成效；要学做结合，助推发展，把扎实开
展主题教育同全力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
质量发展结合起来，为深入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推进“二中心一
枢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省委第五巡回指导组有关领导，在
职市级领导干部，市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
有关负责同志，市委主题教育各指导组
组长、副组长，参加主题教育的市级机
关及其直属单位、在邵部省属国有企业
党委（党组）、高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邵阳经开区党工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成员及其办公室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
分会场。

邵阳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聚焦目标任务 落实重点措施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龚文密作动员讲话 詹鸣讲话 刘事青主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员
申武） 9 月 10 日下午，市委党校举行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长、市委党校校长曹普华寄
语全市青年干部，时刻加强学习，争做
时代新人，并祝全市广大人民教师节
日快乐！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小坚
出席。

曹普华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深入浅出
地为来自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的110名青
年干部上了一堂生动党课。他指出，目前

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已正
式启动，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组织上安排
青年干部来党校学习培训，充分体现了市
委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青
年干部成长进步的关心厚爱，希望学员们
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摒弃杂念，集中精
力，认真学习，确保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
有所成。

曹普华强调，青年干部思维活跃、思
想开阔，要有信念之心，做一个志存高远
的人，坚定信念、坚守初心、扎根基层，努

力干出一番业绩；要有责任之心，做一个
敢于担当的人，勇于担责、真抓实干，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一行；要有谦虚
之心，做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认真学习政
策法纪、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现代科技知
识等，努力提高综合素质；要有民本之心，
做一个心系群众的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当亲人、拜群众
为老师、为群众办实事；要有进取之心，做
一个有作为的人，开拓进取，争先创优，力
争各项工作进类进位进档、出新出彩出
色；要有敬畏心，做一个恪守底线的人，严
守规矩、抵制诱惑、修剪欲望；要回归平常
之心，做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清醒认知自
我、找准定位，放低姿态，时刻加强学习，
争做时代新人。

时刻加强学习 争做时代新人
曹普华寄语全市青年干部并祝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9月5日至6日，“祖国长盛·非
遗常青”湖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系
列展示活动在岳阳市举行。我市宝
庆竹刻、滩头木版年画、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洞口古楼龙凤茶、祁剧、城
步吊龙舞等六个非遗项目应邀参加
此次活动，一展古城宝庆的文化底
蕴和民间技艺魅力。图为现场观众
对我市参展的滩头木版年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谭高荣 江千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朱杰 通讯员 吴军民 周利
李慧兰） 9月10日上午，“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邵阳市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交通枢纽建设专场在市体
育中心举行，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陈湘伟就新中国
成立70年来我市交通枢纽建设
成就发布相关新闻。

陈湘伟介绍，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邵阳以打造全国区域
性综合交通枢纽为目标，大力
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全面加
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发
展短板，再造区位优势，使邵阳
逐步从全省“交通死角”嬗变为
一个四通八达的通途之城、枢
纽之城。

70 年来，邵阳铁路事业快
步前进，变“盲肠”为“枢纽”，建
成“十”字高铁枢纽，全市铁路营
运里程达324公里；民用航空展
翅腾飞，缩“千里”为“咫尺”，邵
阳武冈机场已先后开通 8 条航
线，通航11个城市，2018年旅客
吞吐量达46.9万人次；高速公路
蓬勃发展，连“骨架”为“引擎”，
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
582公里，全省排名第
4，进入了“县县零距
离上高速”的“新高速

时代”；干线公路通达成网，畅
“节点”为“动脉”，跑上了快车
道，到 2018 年底，全市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总里程达 2890 公
里，其中国道 4 条 662 公里，排
名全省第 7；省道 28 条 2228 公
里，排名全省第 3；农村公路织
密织牢，通“血管”为“民心”，
铺就了幸福路，目前全市完成
自然村通水泥路 3102 公里，直
接惠及 4000 余个自然村、40 余
万贫困地区群众，2018 年底全
市建制村实现 100%通客班车；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顺 应 民 意 ，助

“便利”为“惠民”，党的十八大
以来，市城区新增公交线路 9
条、优化升级 24 条，公交线路
总数达 32 条，营运里程达 472
公里，539 台在营公交车均为
新能源公交车，高品质的城市
公共交通服务，让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铁路、

“四好农村路”及“五个交通”的
建设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相关报道详见3版）

民航通航11个城市 “十”字高铁枢纽建成

高速公路总里程全省排名第4

邵阳阔步迈向交通枢纽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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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心 铸 师 魂
立 德 育 新 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我市关爱留守儿童有力度有温度

5375场活动温暖14万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