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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日
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他
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
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
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
方式建言献策，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顺应
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

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门召开这次
座谈会。座谈会上，衡阳市常宁市塔山瑶族
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盘玖仁，邵阳市隆回县委
书记王永红，长沙市望城区广源种植专业合
作社董事长肖定，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公司
质量管理员邹彬，常德市桃源县个体货运司

机龙兵，湖南睿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博文，湘西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祖辉，湖南七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淑亭，长沙市岳麓区
咸嘉湖润泽园江汉云云餐馆店主刘权，湖南
中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尹浩铭等 10位基
层代表先后发言，就办好乡村教育事业、加
大产业扶贫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
逐一予以点评和回应，同大家深入交流，现
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参会的基层干部群
众代表，既有来自农村、社区、企业等方面
的，也有来自教育、科技、卫生、政法等战线
的；既有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劳动模范、扶贫干部，也有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农民工、快递小哥、网店店主等。大家
都处在改革发展和生产一线，参与经济社会
生活最直接，同群众联系最经常，对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感知最真切，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能够更加贴近基层实际、反映群众
心声。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
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

习近平指出，前段时间，我们就“十四
五”规划编制开展了网上意见征求活动，广
大干部群众关注度、参与度都很高，提出了
很多意见和建议。“十四五”规划建议要对这
些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
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科学分析
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珍
惜发展好局面，巩固发展好势头，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

9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本报19日讯（尹栋 记者闫紫
谦）15日至 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曹建明率调研组在我省开
展监察官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
晓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王长河；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陈
勇参加调研和座谈。省领导张巍、
胡亚枫、李显刚参加相关活动。

制定监察官法已经列入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 2020年工作要点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 2020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听
取我省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和法律专家对监察官法
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曹建明指出，制定监察官法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是继
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后，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
果。监察官法的制定是对监察体制
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总结提
炼，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家监察工
作的领导、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
将监察官的履职要求具体化、制度
化、法律化。

曹建明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的要求，确保国家监察权规范正确
行使。要以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
覆盖、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为
目标进行制度设计，把坚持和加强
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落实到监
察官职责定位、选用管理、权力运行
等各方面。要确认和巩固纪检监察
三项改革的成果和经验，坚持改革
创新，切实提高立法的质量，确保制
定出一部管用、好用的良法，为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推动制
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法
治保障。

曹建明对黑龙江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在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下，黑龙江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党对人大
工作的全面领导，在立法、监督、代
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希望黑龙江人大继续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依法行使职权，主动
担当作为，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
局面。

调研组还深入抚远市、双鸭山
市、饶河县等地人大常委会、监察委
进行实地调研。全国人大代表李亚
兰、夏吾卓玛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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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中国延安
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 9月 19日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
和研究会成立 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
所有致力于弘扬延安精神的同志们致以
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延安是中国
革命的圣地，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
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同志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大力
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于 1990年
5月，以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为中心
任务，30年来为弘扬延安精神作出了积极
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
次会员大会召开强调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

多个公交首末站变身修配
厂、洗车行、熟食店……
市民不解：为啥不务正业？

一大波好工作袭来
部分事业单位招聘……

哈尔滨新里·海德公馆多
位业主反映:
房屋漏水大面积发霉
地库多处积水

本报19日讯（冯鑫立 记者狄婕）九月的新疆，风景如画、
瓜果飘香。19日7时33分，满载580余名游客的“龙泰号”旅游
专列从哈尔滨东站缓缓驶离，驶向新疆阿勒泰，这是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第四批对口支
援新疆前方指挥部的支持下，开行的今年国内首趟援疆旅游
专列。

该援疆旅游专列由哈尔滨铁路国际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运营业务。专列横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甘肃、
新疆等6省18市，是黑龙江省直达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唯一旅游
专列。自 2017年首趟专列开行以来，铁路部门已累计开行“龙
泰号”援疆旅游专列 22列，运送 1.5万名龙江游客，拉动旅游消
费 3000万元，提升了阿勒泰地区“金山银水、千里画廊”品牌的
知名度、美誉度，为宣传当地旅游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游客出发前拍照留念。 李畅摄

今年国内首趟今年国内首趟
援疆旅游专列开行援疆旅游专列开行看新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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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看着续签的协议书，哈尔滨松北（深圳
龙岗）科技创新产业园负责人李建东心潮澎
湃。

“爸，我决定再干一年。现在园区入驻
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不能半途而废。这两年
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再多磨练磨练，在事
业上我会取得更大成就。”这是几天前，李建
东对他老爸说的话。

早就掐着指头，算好日子，就等儿子回
来的老爸，突然听说要续约，而且儿子还要
继续留在哈尔滨。慌了神的老爸，一个电话
打到了李建东的分管领导——深圳龙岗产
业投资服务集团国高育成公司副总经理宋
俊平那里。

“让我儿子回来换别人去吧，他都在那
里呆两年了，去时才 28岁，现在还没成家

呢……”老爸极力说服宋俊平，想让李建东
回家。

可是，李建东已下定决心，要留下来。
“我看好这里的未来。”李建东说。两年

前，这里还只是一栋栋毛坯楼宇，他和另外
两名来自深圳的同事组成的三人团队，与哈
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公司派
出的 4名工作人员一道，像操持自己家一
样，让这里不断添丁进口，日益兴旺。

1990、1989、1985，这是三个人的出生年
份，纯纯的 85后。刚来时人生地不熟，要想
把一个建筑面积 8.9万平方米的园区，植入
深圳龙岗产服集团先进的产业服务模式与
理念，并要如期完成既定的招商目标。三个
人心里着实没底。

“好在我们有新区政府和龙岗区政府两
大坚实后盾。”李建东说。

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双方签定框架协

议，到 6月 27日，园区正式投入运营。短短
两个月时间，李建东三人感受到了双方政府
干事的决心。

新区发改部门、招商部门的负责人直接
与三人团队对接，有好项目适合这里的就优
先推荐过来；龙岗区对口办鼎力支持、龙岗
产服集团高度重视，多次组织优质企业在深
圳、哈尔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展招商
交流活动。

后盾给力，三个人也全力以赴。考察当
地情况，让移植过来的深圳经验与新区水土
相服，拿来就能用；奔赴全国多地有针对性
地招商、选商；召开服务园区企业的政策解
读会、技能培训会；通过线上线下人才服务
渠道和平台，为企业招聘人才；组织园区企
业参加国内多个展会……

三个离家在外的年轻人，一门心思将园
区办好，为企业服务好。 （下转第二版）

留下来！他们看好这里
日前，在哈尔滨新区举行

了一场“共建续签仪式”。作为
首个深哈合作落地项目，哈尔滨
松北（深圳龙岗）科技创新产业
园，由哈尔滨市松北区政府与深
圳市龙岗区政府共建打造。
2018年签订的两年合作期限已
满，但产业园的发展态势越来越
好，事业感召着每一个人，于是，
双方商定继续合作。

续约，将延续原有合作模
式，而且，延续的还有已在这里
工作两年的深圳运营团队。

来自哈尔滨新区哈尔滨新区哈尔滨新区哈尔滨新区哈尔滨新区的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长虹）近日，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以各自河长
制办公室为平台，建立跨省流域治理保护工作协调合作机制，着
力加强跨省松花江、嫩江、绥芬河流域生态治理保护，促进流域
内市县高质量发展，强化政府和部门省际沟通对接能力，及时协
调解决影响流域治理保护成效的突出问题，推动流域治理保护
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黑龙江、吉林两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
好松花江、嫩江、绥芬河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日前，黑龙江省河湖长制办
公室、吉林省河长制办公室向相关市县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流域河长制湖长制统筹协调作用。吉林
省、黑龙江省交界和上下游河段河长要强化与对岸和上下游河长
的沟通交流，及时为对岸和上下游解决其关切的具体问题，积极主
动开展协调对接，切实形成流域治理保护的两岸间合力和上下游
合力，努力构建两岸同治和上下游同治工作格局。 （下转第三版）

黑吉两省牵手
共同保护两江一河

看新媒报道
请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