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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李宣良 梅世雄） 中央军委慰问驻京
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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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座的军队老
同志和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

候和新春祝福。
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建
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
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下转7版②）

中央军委举行
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上午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一以
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
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
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全面从严治党
制度，坚决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
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状况，使党始终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坚持
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持之以恒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推进
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坚定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理想信念。我们坚持以“两个维护”引领全
党团结统一，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
导体制，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我们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
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坚决惩治腐败、纠治不正之

风，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
素，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让
人民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
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
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
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

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
署。纪检监察战线要抓好相关工作落实。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
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加强对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坚定不移坚持和巩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要推动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今年尤其要聚焦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任务加强
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尽锐出战、善作善成。要
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解决基层党的
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负责、守责、尽责
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要保证权力在
正确轨道上运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
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促公
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干部干
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

“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
新风正气。要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
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
出。要集中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反映强烈、损
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精准施治脱贫攻坚中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加强对脱贫工作
绩效特别是贫困县摘帽情况的监督。要深入整
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

“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促进
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

（下转7版①）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会议

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艳） 1月13日上午，市政协
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会议，进一
步推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
进实体产业发展”专题民主监
督工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
工商企业，推进“二中心一枢
纽”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为贯彻落实市委“二中心
一枢纽”战略，优化我市营商环
境，本届市政协积极开展“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实体产业
发展”专题民主监督工作。结
合重点项目和企业发展情况，
市政协共设立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监测点38个，进行统一衔
接授牌。同时落实统一委派
民主监督制度，选派政协委员
到经济关联度高、企业有一定
反响的部门单位，开展专题民
主监督工作。先后分3批次共
委派22个民主监督小组、181
名民主监督员，分别到23个受
派单位和部门开展专题民主
监督工作。专题民主监督工
作的开展，促进了社会反响比
较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逐步
解决，帮助相关职能部门增强
了服务意识、提升了服务水平。

在2019年度邵阳市政协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实
体产业发展”专题民主监督工
作测评表上，共有67个部门和
单位纳入测评。市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常委
会议组成人员、副厅级干部和
县市区政协主席，已对市直各
相关部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工作情况满意度进行了测评
打分。此次召开的市政协优
化营商环境会议上，不是市政
协常委的各委派民主监督小
组成员、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监测点负责人进行了测评打
分。测评结果将按要求呈报

市委、市政府作为重要指标纳
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
被测评单位主要领导和工作
人员业绩评定、干部选拔任用
和部门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确保专题民主监督工作常态、
长效，落实、落地。

会议还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进行了解读、辅导。湘窖
酒业、亚洲富士电梯等4家企
业的代表就我市营商环境的
优化，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
出建议。2020年，市政协将进
一步加大“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促进实体产业发展”专题
民主监督工作力度，继续统一
派驻民主监督小组，完善环境
监测点工作机制，做到“三个
强化”，即强化资源整合、强化
聚焦重点、强化监督落实。

市政协进一步推进专题民主监督工作
为推进“二中心一枢纽”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1 月 12 日上午，趁着天气晴好，邵
东杨桥镇杨柳村村支部书记陈晖又一
次前往位于大托岭组的园林场。村里
打算开发园林场，他想再去现场查看
一下。

大托岭组是杨柳村一个居民小组，
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通往组上的路是村
民自发修建的土路，路面坑坑洼洼，下

雨天车辆打滑，晴天尘土飞扬。2019年
12 月，在交通部门的推动下，村里通往
大托岭组的道路全部硬化，且经过枫树
居委会土公堂组与015县道贯通。

“感谢交通部门实施的自然村通水
泥路建设，让大托岭组 120 位村民出行
更加方便，也让曾经制约大托岭组乃至
杨柳村发展的最大瓶颈得以打通。”陈

晖表示，该村准备着手在园林场发展特
色种植，带动群众致富。

杨柳村发展瓶颈的打通，正是我市
全力推进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结下的
硕果之一。

自 2017 年全省实施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路建设以来，我市始终以最高政
治站位、最严推进举措，倾力打通群众
出行“最后一公里”。

为响应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出行需
求，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我市着力
推进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下转2版）

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我市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工作回眸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陈晓锋 石文斌 李慧兰

邵阳经济开发区是2016年11月经湖南省
人民政府同意，整合原湖南邵阳经济开发区与
宝庆工业集中区而成的省级开发区。

1月13日，正在参加省“两会”的住邵省政
协委员陈国雄介绍说，目前武陵山片区还没有
一家国家级经开区，邵阳经开区升格为国家级
经开区，是加快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开发的迫切需要，凝聚着830万邵阳人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热切期望。

陈国雄说，当前，邵阳经开区升格为国家级经
开区，各项条件已经基本成熟。2019年10月公布
的2018年全省133家省级以上园区（含16家国家
级园区）综合评价中，邵阳经开区排名全省第19
位，大湘西地区排名第一，排名超过湖南省8个国
家级园区。园区企业发展来势很好，2019年，三一
专汽扩产提质，建成全球最大的工程搅拌车生产
基地，销量占全球份额的20%，环保渣土运输车销
量国内领先。三一专汽产值达到104亿元，实现邵
阳百亿企业“零”的突破。中电彩虹（邵阳）特种玻
璃国内首条全自动化G7.5盖板玻璃生产线建成
投产，第二条生产线开建，一批上下游企业相继落
户。拓浦精工智能制造成功打造国内第一条可批
量生产的厨电工业4.0柔性生产线，年厨电产能
500万台。亚洲富士电梯建成全球最快的智能立
体车库。恒天九五邵纺机研发的特种化纤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

陈国雄说，2013年以来，邵阳经开区全面启动了创建国家级
经开区工作，并得到了国家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
持。国家商务部作为城步苗族自治县10年定点扶贫单位，着眼于
整个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提出了在武陵山片区扶植1个以上
国家级开发区，实现“工业农业互动、园区引领扶贫”的精准扶贫思
路，有力地指导了邵阳经开区的各项创建升级工作。

陈国雄建议省直相关部门基于省内国家级经开区的综合布局
和精准扶贫的现实需要，支持邵阳经开区升格为国家级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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