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地
北京
深圳
广州
珠海
济南

上海虹桥
昆明
成都
杭州
南宁
天津
海口
郑州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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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号
CZ3187
CZ6446
CZ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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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3773
9C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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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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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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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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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班期
每天
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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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1、2、4、6、7

周2、4、6
周2、4、6
每天
每天

周2、4、6
周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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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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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4月17日下午主持召开
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
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国
家安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全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央国家安全

委员会成立 4 年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按
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初步构建了国

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形成了国家安全理
论体系，完善了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建立了
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家安全工作
得到全面加强，牢牢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
的全局性主动。

习近平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
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
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
风险挑战。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
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不断提高
国家安全能力。

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
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
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
全环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
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
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
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
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立足于防，
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
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
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
握，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

全合力。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时

代新要求，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切实做
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完
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
建设、防控重大风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统筹国家安全
事务的作用，抓好国家安全方针政策贯彻落
实，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着力在提高把握
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上下功夫，不断增
强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要加强国家

安全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教育引导国家安全部门和各级干部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
国家安全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党委（党组）国家安全
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维护
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加强对履行国家安全职责的督促检查，确保
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出
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李克强栗战书出席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张权
有）昨日，市政协召开机关会议，市政协主
席李爱国传达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精神，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副主席
何英平主持会议。

会上，传达贯彻了省委常委（扩大）会
议精神，同时传达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精神及对当前工作的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要把

党中央的巡视工作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推进作风建设的重大举措，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不发牢骚妄评妄议，
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要认
真抓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四个不”，
即不讲客观、不搞变通、不说怪话、不留情
面。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有关规定，按规
章制度办事，严守工作纪律。落实好责
任，严格执行规定和要求，一切按照市委
和市政协党委的要求抓落实。

市政协传达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沈习淼带队赴桃源县、桃花
源旅游管理区开展走访代表、办点联系县乡人
大和《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
立法调研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农委和
市城管局负责人等参加调研。

沈习淼一行先后来到陬市镇人大代表群
众工作室、桃源县陬市镇李家岗村垃圾处理

站、陬市镇污水处理厂、桃花源管理区城区垃
圾中转站、桃源县垃圾处理中心等地走访调
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沈习淼听取了桃
源县人大常委会县乡人大工作汇报，听取了桃
源县人民政府和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关于城乡
垃圾管理现状、问题、建议的情况汇报，听取了
桃源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部分镇街
和村委会负责人等对《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草案）》建议。
就做好下一步城乡垃圾管理工作，沈习淼

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改变老百姓居住环境问题，上级有要求，
老百姓有需求，必须全力做好城乡垃圾管理工
作，提高城乡垃圾处理能力。要进一步深入调
查研究，做好立法工作。通过立法明确管理体
系、责任主体、经费问题等，从而解决农村垃圾
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等重点问
题。要进一步发挥人大常委会以及代表作用，
加强监督、广泛宣传，推动城乡垃圾管理工作
落到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桃源、桃花源走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肖朝
文）昨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爱卫会副主
任朱水平带领市卫计委、市商务局、市城
管执法局、市国土局、市住建局及武陵区
相关负责人，实地查看和督导市城区国卫
复审工作情况。

朱水平一行先后对火车站水果大市
场、红旗路农贸市场以及和瑞欢乐城二
期、沙港小区安置房三期待用工地的国卫
迎审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对目前存在
的具体问题直接与相关负责人现场对接，

要求一一整改落实到位。
检查中，针对部分施工工地、社区存

在建筑垃圾暴露、空闲地块私自种菜等问
题，朱水平要求，要迅速组织力量对暴露垃
圾进行处理、清运，加强对该区域的管理和
监督，确保市容环境干净整洁。朱水平强
调，建设国家卫生城市关乎民生，是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相关部门、责任单
位要提高站位，落实责任，查漏补缺，举一
反三，把各项整改任务抓好抓实，确保国家
卫生城市周期复审圆满通过。

市领导现场督导国卫迎审工作中强调

提高站位 落实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 文/图）“对群众反
映的合理诉求，我们要多重视一点、精准一点、
深入一点，必须面对面倾听、心交心沟通，我相
信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化解不了的问题。”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曾多次就如何
做好群众工作如是强调。昨日，周德睿带头深
入澧县码头铺镇、王家厂镇入户处访，点对点
了解基层实情，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心贴心
帮助化解难题。

一直以来，周德睿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特别
是信访积案的化解工作。澧县码头铺镇洞市村
村民老吴，一直反映自己在危房改造中与邻居
产生的宅基地纠纷问题，请求政府批准其建房。

当日，周德睿赴现场查看纠纷宅基地，实
地了解情况，并到信访人老吴家当面倾听他们
的心声与诉求。在老吴禾场里，周德睿拉着他
的手说：“老人家，我今天来就是专门听取你的
诉求的，哪些地方想不开，有什么怨气都尽管
说出来。”看到市委书记亲自上门处访，倍感意
外的老吴将事情原委一一道来。周德睿耐心
倾听，并从法律政策、邻里关系等方面入手给
老吴讲道理、做开导。周德睿说，“我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们的生活更好，邻里之间的关系更
好，希望大家能和气生财、相处得愉快。”对老吴
提出的合理诉求，周德睿当即交办澧县县委政
府迅速提出方案、依法依规解决。

离开老吴家已是中午时分，周德睿又马不
停蹄赶往王家厂镇生产街居委会田某家里。
信访人田某反映，距自己经营的烟花爆竹店旁
的一处加油站，是肖某伪造相关手续后取得的
审批许可，请求政府依法取缔或搬迁。见到市
委书记来访，田某的爱人随即倒出满肚子委
屈，希望党和政府能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周德
睿说：“你们能向党和政府反映问题，是对我们
的充分信任。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

诉求，这也是你们的正当权益，我一定会高度
重视。”在详细了解情况原委后，周德睿要求市
县乡三级相关部门依法抓紧抓实该信访事件
办理，迅速研究拿出具体方案，还老百姓一个
公平正义。如党员干部存在庸政懒政、不作为
的情况，该批评教育的要批评教育，该严肃追
责的要坚决追责。

周德睿指出，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干
部，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幸福，社

会大局稳定安定。老百姓能到党委政府信访，
这恰恰说明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对每一名群
众反映的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
视、认真对待，决不能含糊、决不能忽悠，更不
要让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各级党员干部要
以更务实的作风、更真诚为民的情怀，把老百
姓关注关心的事情办好办实。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黄清宇一道入
户处访。

周德睿赴澧县乡镇入户处访督办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 心与心交流沟通

昨日，周德睿赴澧县码头铺镇与信访人老吴促膝谈心。

本报讯（记者 焦阳）昨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曹立军围绕“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防风险”主题，前往西洞庭管
理区、西湖管理区开展调研。他指出，西
洞庭、西湖两地要切实按照党的十九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坚持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立足自身特
色，以产业为先导，以环境为支撑，做好发
展规划，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力争
为常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曹立军先后深入西洞庭、西湖两地多
家企业，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创新、发展规划等情况。西洞庭管理区内
的泰利恒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镭
射产品生产与市场应用开发的企业，目前
为多家知名烟草品牌设计加工生产产品包
装盒，年纳税千万元左右。在与企业负责
人交流过程中，曹立军指出，企业做大做强
一方面必须要走出去，争取占有更广阔的
市场，另一方面要做好技术储备，做到快对
手一步，为企业抢占市场下好先手棋。

西洞庭管理区内的汇美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洋蓟种植、生产
加工和出口企业，每年实现销售收入10亿
元以上，创税2000多万元，带动周边7000

多农户增收。在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
后，曹立军指出，今后健康产业发展前景
无限，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在销
售渠道上下功夫，要积极对接互联网，积
极引进电商人才，通过走电商销售路子，
提升品牌影响，降低物流成本。相关部门
要帮助企业对接优质电商资源，同时通过

“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品牌推介活动，把
该企业的优质产品推介出去，帮助企业扩
大销售。

随后，曹立军一行前往西湖管理区，
深入湖南德人牧业集团开展调研。曹立
军对该企业所构建的“公司+基地+合作
社+创客农场+农户”的经营模式给予了
肯定。在对该企业打造的德人牧业小镇
调研后，曹立军指出，要进一步加强规划，
增强规划的整体性、前瞻性，加快完善配
套设施，提升小镇品质。要进一步彰显特
色，围绕“牧业”做文章，打造特色小镇。
要进一步加快创新，拓展多种经营模式，
探索建立好的盈利机制。相关部门要依
据现有政策，在规划设计、项目配套、基础
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

副市长龚德汉、市政府秘书长李正才
参加调研。

曹立军在西洞庭、西湖调研时指出

立足特色 发挥优势
为常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时刻牵挂群众的
冷暖。对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不仅多次提出明确要
求，还带队深入农户家中，与有怨气的群众面
对面地沟通，点对点地交流，解开了他们的心
结。收获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密切了党
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当前，一些地方的群众对部分单位和部门

的工作不满意，根源就在于这些单位和部门在
替百姓办事上少了跟踪落实的劲头，“长把
伞”“踢皮球”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群众生了
怨气，有了心结，要顺这个气，解这个结，就必
须深入群众之中，多与群众交心，精准掌握情
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只有面对面地交流，才能对群众的生活知
寒知暖；只有将心比心，才能对百姓的关切感

同身受。只要我们的干部既胸怀全局，又心系
群众，多与群众交心，就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化
解不了的问题。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解决问题的干部，群
众最欢迎。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耍嘴皮子”
的干部，只能让群众反感。解决群众关切的问
题绝不能有应付的心态，绝不能庸政懒政、不
作为。如此，形成我们干部的工作常态，我们
就能把老百姓关注关心的事情办好办实。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
时刻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领导干部才能
让群众不断得实惠，才能打通党委政府和群众
之间的“隔离墙”，才能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推动
事业前进的力量。

交心方能解心结
□朱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