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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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
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
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必
须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
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 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 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 勇前进。
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
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
会议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 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 会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会议强调，
今年以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已进入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冲击，
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第一位，
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
扎实做好
“六稳”
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深刻 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工作、
全面落实
“六保”
任务，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下转 7 版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
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
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

龚文密主持召开会议专题调度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

加大产业培育力度
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刘事青鞠晓阳出席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谢 文 远
实习生 吴怀怀） 7 月 29 日下午，
市委
书记龚文密主持召开会议专题调度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加大产业
培育力度，
以项目建成为目标，
积极为企
业发展破解难题，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
早见效。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事青，
市领
导鞠晓阳、
李志雄、
彭华松出席会议。
邵阳经开区、市发改委等部门就三
一邵阳产业园及三一智能生态汽车城
项目、中电彩虹盖板玻璃项目、韦全智
能终端产业园项目、桑德锂电池资源化
循环利用项目、亚太产业园项目和电子
信息产业园项目、邵阳高铁南站站房扩

改项目、职教新城项目建设情况和当前
存在的问题、下阶段打算作了发言。
龚文密指出，重大项目是产业转
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
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市经
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冲击。邵阳经开
区及相关部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坚
定不移地推进项目建设，确保下半年重
大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把重大
项目建设牢牢抓在手上，以产业发展为
导向，为产业发展让路，推动重大项目
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龚文密强调，对已经开工的项目要

加快建设进度，没开工的项目要尽快开
工，形成实物量。要充分认识到培育优
势产业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的责任，政府
和园区要加大产业培育力度，相关部门
要增强服务意识，把服务融入到工作管
理中，积极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在土地、厂房建设等方面予
以支持，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发展。对于
好的产业项目，一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
主动作为，
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7 月 30 日，洞口县江
口镇解放战争革命烈士纪
念塔，公安民警在瞻仰烈
士纪念塔、缅怀英烈丰功
伟绩。当天，洞口县公安
局巡特警大队组织队员中
的转业、
退伍军人开展
“不

“睁眼看世界”，邵阳经济“看天下”
（详见 2 版）

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今年第 19 次常务会议

传达贯彻国省有关会议精神
重点研究扫黑除恶等事项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7 月 30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 2020 年
第 19 次常务会议，传达贯彻国、
省有关会议精神，重点研究扫黑
除恶、关爱留守儿童等事项。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了国务院
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 2020 年
省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会议
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
要大力加强正风肃纪，为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任务落实提供坚强保
证，
特别是聚焦“六稳”
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六保”工作任务，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狠抓减税降费
让利等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加快
落实稳就业保民生的支持政策，
兜牢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底线；精
打细算，
严格开支，
坚决做到政府
过紧日子；
大力转职能提效能，
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公安机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前期所取得的
成效。会议强调，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
关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
层层压实责任，
完
善协作联动机制，把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作为政治任务、分内工作、
常态工作抓好落实。要全面履行
政府职责，
推动专业化队伍建设，
以最大的攻坚力度，
坚决实现“六
清”
工作目标。要狠抓整治，
强化
社会稳定，
坚持露头就打，
什么问
题突出、什么领域混乱就毫不手
软开展专项打击。要聚焦“长效
常治”目标，加强监管，建立健全
严密的防控体系，推动工作进一
步规范化、法治化。要铁肩担当，
拿出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气，拿
出决胜精神状态和雷霆实际行
动，
乘势而上，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行到底。
（下转 7 版②）

忘初心、弘扬军人优良传
“八一”
建军节的到来。

敢为人先 敢想敢干 敢于斗争

通讯员 滕治中 肖晶

曹普华出席“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统 ”主题教育活动 ，迎接

摄影报道

慰

开你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
多年来，
驻邵各部队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
始终把
坚持党的领导、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放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在首位，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出色完成
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不忘初心、 了各项军事任务。
驻邵各部队继承和发
牢记使命，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始终把支援和
略，
加快推进
“二中心一枢纽”
建设，
着力 服务地方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
打好三大攻坚战，
统筹推进经济、
政治、
文 重点工程建设、
环境保护、
脱贫攻坚、
应
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坚决 急处突、军民共建等工作中勇挑重担、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 成绩斐然，在抢险救灾中不畏艰险、冲
战，
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果、
迈上了新 锋在前，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人民军队威
的台阶，
为加快建成富饶美丽幸福新邵阳 武之师、
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赢得了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 全市人民的爱戴。 （下转 7 版④）

问

驻邵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
全体官兵及消防救援人员，全市军队
离退休老同志、烈军属、残疾军人和转
业、复退军人，
民兵预备役人员：
值此“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
委、
市人民政府率全市830万人民，
谨向
你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过去的一年，
在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
委、
省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员 申武 刘玉楷） 7 月 30
日上午，
市委、
市政府召开 2020 年
“八一”
建军节座谈会。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部长曹普华强调，
要敢
为人先、
敢想敢干、
敢于斗争，
在推
动邵阳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
努力建功立业。副市长肖拥军、
邵
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宋德瑞出席。
座谈会上，驻邵部队现役军
人、抗美援朝老兵、企业军转干部
等各类优抚对象代表欢聚一堂，
热
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
年，
共叙鱼水情谊，
共商双拥大计。
曹普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驻邵部队官兵、
广大军队离退休老
同志、
军属、
残疾军人和转业、
复退
军人致以节日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部队建设的军地有关部门、

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感谢。他
指出，
当前邵阳发展已进入一个渐
入佳境的关键时期，
自然生态风调
雨顺，
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发展生
态风生水起。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
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
全市人民迎难而上、
奋力拼搏的结
果，
是驻邵部队、武警官兵和广大
转业（复退）军人积极参与、
大力支
持的结果。希望广大军队离退休
老同志和转业、复退军人，
始终保
持军人本色，
敢为人先、
敢想敢干、
敢于斗争，
在推动邵阳改革发展的
大舞台上再立新功、
再创辉煌。
（下转 7 版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