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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宏宇
报道：1月7日上午，市委书记孟祥
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讨论研究市

“两会”有关文件，研究部署相关工
作。

会议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是一次把脉定向、凝聚共识、引领
发展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全面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深
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2021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
向、重点任务、主要工作，为我们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
入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
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今年工作的
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咸宁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要切实增强发展意识，
提升发展能力，用好宝贵的时间窗
口，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贡献咸宁
力量。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争
分夺秒推动咸宁经济社会好发展、
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会议指出，脱贫摘帽、全面小
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要继续艰苦奋斗，采取有力
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抓好农业
生产，切实夯实“三农”工作的基层
基础。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经济工
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
济社会问题，把握核心要义，掌握
精神实质，敏锐洞察和积极发挥政
策风向标作用，真抓实干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
不断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努力成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行家里手。

会议指出，市“两会”是全市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今年是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高质量开好市“两会”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市“两会”筹备工作，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关目标任务指标要突
出导向作用，稳预期、稳信心，激励全市上下发扬跳起来摘桃子的精
神，全力以赴、锐意进取，在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好第一步，展现新作为，见到新气象。要抓好

“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着力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面提升经济
发展质效。政府预算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持续压减一般
性支出，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三保”底线，集中财力保障重
大决策部署和重点项目落地实施，确保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见
效。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夯实生态本
底，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和发展红利。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听取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做好军转干部安
置工作意义重大。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各项安置政策，
用心用情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加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防建设和部队改
革发展。

会议讨论研究了《市委常委会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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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彭洪报道：元旦前夕，共青团
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联合
下发了《关于表彰2020年度“全
国优秀少先队员”“全国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全国优秀少先队
集体”的决定》，我市两人获国
家表彰。

其中，赤壁市赤壁一中附
属学校寄宿部的少先队员王康
雄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称
号，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大队
辅导员阮智芝荣获“全国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称号。

王康雄同学热爱祖国、热
爱集体、热爱公益事业，是一个
乐观开朗、不怕挫折、充满自信
的优秀少先队员。他不仅是同
学学习的榜样，还是老师的好

帮手，在校期间担任校大队干
部，组织开展了“争做新时代好
队员”“学总书记回信话青春担
当”等主题队日、红领巾公益志
愿活动，带领同学更加热爱少
先队组织。2018年被评为“湖
北省优秀少先队员”。

阮智芝是第六届湖北省少
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
少先队工作学会会员。她始终
围绕少先队主责主业，组织举
行规范的少先队仪式，引导少
年儿童树立对组织的认同感、
荣誉感、责任感和归属感。组
织少先队员志愿者开展活动，
树立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同
时，致力于推动学校少先队改
革工作，打造规范化的活动阵
地、教育阵地、宣传阵地。

潜山“森”呼吸
潜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山峦叠翠，

连绵起伏，气势雄伟。优越的地理气候
条件，铸就潜山肥沃的土壤和神奇秀美
的景色。山上古树参天，浓荫蔽日，翠竹
扶风，四季常青；山下淦河盘横九曲，烟
波薰腾，山水相看不厌，相映成趣，好一
幅江南秀色图。

潜山之美，最美的是碧波万顷的楠
竹。在春天，破土而出的竹笋一片嫩绿，
频添盎然生机；夏日，竹枝摇曳，送来丝
丝凉意；秋天，黄叶绕地，撩起多少思绪；
冬日，翠竹镶玉，飞鸟啄雪，林寂坞静。

潜山之美，最美的是健身赏景的
人。清晨，你可看到身着鲜艳服装的老
年人，在林间道上跑步、打太极拳、舞太
极扇，乐在其中。周末，幽静竹林间，装
扮时尚年轻人嬉戏游玩，享受天然氧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陈红菊
通讯员 黄显春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7日全天召
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
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党中央
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
告，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定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行职
责，切实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为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履职尽责，在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
团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要以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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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善于从政治上
认识问题、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把握“国之
大者”，锚定党中央擘划的宏伟蓝图，

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坚持底线思
维，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增
强斗争精神，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要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带头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锲而不舍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良
好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带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扎扎实实完成党中
央交办任务。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宏宇报
道:1月7日，市委书记孟祥伟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
意见座谈会，听取县、乡、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代表和其他领域代表的意见
建议。他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召开
民主生活会，认真查找市委常委会在
自身建设、履职尽责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切实抓好整改提升，加强政治建
设，提高政治能力，不断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
咸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

座谈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赤壁市赤马港
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湘波，嘉鱼县簰洲
湾镇党委书记涂秋意，崇阳县铜钟乡
铜钟村党支部书记黎萍，市发改委主
任张善猛，市住建局局长葛军，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黄文，市工商联主席王丹
青，市社会主义学院专职副院长谢亚
芳，黄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李良等代表联系实际，直奔主题、
畅所欲言，重点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
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基层干部队伍
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块状经济、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加大信用咸宁建设和成
果应用等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孟祥伟
说，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坚持问题导向，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了真知灼
见，对于市委常委会更好查找不足剖析
问题，增强民主生活会的针对性、斗争
性和有效性有很大帮助，我们将诚恳接
受、充分吸纳，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干部的能力问题，核心是作风问
题。”孟祥伟指出，市委常委和各级领
导班子成员要保持斗争精神，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的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征求意
见，深入查摆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从严从实抓好整改，达到凝聚
共识、统一思想、推动工作的目的。要
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每名干部都是
战斗员，要发挥党员干部的“第一推动
力”作用，以“走遍咸宁”为目标，以“深
实严细久”为工作标准，持续开展“六
大”活动，加快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孟祥伟要求，要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
协调和科学谋划，着力解决好农村公
共服务需求，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民生
需求。要以信息化创新社会治理，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解决好
城乡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下
苦功夫、用笨办法，打牢基层社会治理
基础。要着力破解“农民进城易、资本

下乡难”这一现实问题，坚持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一体推进、双向发力，推
动农村与城市的双向良性互动，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孟祥伟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
的政绩。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
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难处、最紧要处，切
实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痛点、
堵点、难点问题，加快推动教育、医疗、
卫生等民生事业提质增效，着力改善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要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
而不费的民生实事，积小成为大成，以
高度的责任担当做为民办事、为民造
福的忠实实践者。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出
席座谈会。

孟祥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

高标准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2020年度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名单揭晓

我市两人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