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1版刊登兰渝铁路通车特别报道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雷太勇 版面统筹：李波 责编：张珂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刘强 零售价：1元

3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本报热线：638233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01
第23784号 代号77-1 今日20版

2017年9月
农历丁酉年八月十一 星期六30

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cqrb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29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
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中央纪委、政法
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及群众举报反映的线索
和证据，2017年7月14日，中央决定将孙政
才调离重庆市委书记岗位，由中央纪委对其

进行纪律审查、开展组织谈话。7月24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孙政才
立案审查。

经查，孙政才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
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
群众纪律，讲排场、搞特权；严重违反组织
纪律，选人用人唯亲唯利，泄露组织秘密；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
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

巨额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
收受贵重礼品；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主
义严重，庸懒无为；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腐
化堕落，搞权色交易。其中，孙政才利用职
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
罪。审查中还发现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
索。孙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
要求，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
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
2017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
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
关规定，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
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
追认。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
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
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
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
理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

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
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姜辉研究
员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

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
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
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
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
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研究当代世界
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
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
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
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
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

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
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
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
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习近平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
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
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
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
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
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
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
信。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
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

（下转4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十九
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
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党的十九大代表是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
举工作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有机统一，采取自下
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
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

出了显著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结构与分布比
较合理，各项构成比例均符合中央要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
们中，既有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
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
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十九大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见2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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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全党嘱托 切实履行职责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9月29日，中共中央决
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党的
十九大前及时发现并彻底查处孙
政才严重违纪问题，充分表明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
志、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进
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无畏气概。

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
本应以身作则、带头践行党的宗
旨，但他却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
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严重
违反组织纪律，严重违反廉洁纪
律，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严重违反
生活纪律。他在党的十八大后仍
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不仅完全背离了党
性原则，也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
人民的期待，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
巨大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彻
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案件，对消
除党内隐患、严肃党的纪律、净化
党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再次证明
我们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的健康肌体
的毒瘤，从严治党是一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争。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
定不移割除这种毒瘤，坚决打赢反

腐败这场正义之战，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孙政才严重违纪案提醒我
们，尽管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必须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
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
少查处多少，坚决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
明纪律，就要靠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守纪律首
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规矩。从
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案件，到
孙政才严重违纪案，无不是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立
场，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查处
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政治立场，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不断巩固对党的忠诚，时刻警
醒自己，位高不能擅权，权重不能谋私。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精神上来，以孙政才严重违纪案为反面教材，进一步落实
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各项重大部署，时时
处处事事从政治和大局上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看齐。全党同志要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人民日报9月30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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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鹏 杨帆）9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
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当天晚上，市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第一时间传达贯彻中央决定。会
议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从政治和大局上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坚决拥
护中央对孙政才严重违纪案处理决定，迅速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
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地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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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国清传达，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市
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
成员，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市级老同志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作了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

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贯彻中央精神，
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坚决迅速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全力做
好重庆当前各项工作，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认为，中央对孙政才严重违纪案审
查处理决定，完全正确、非常英明、十分及
时，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在党的十九大前及
时发现并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充
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鲜明
态度和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
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证明我们党有着强大
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中央的决定，不仅有利于我们当前统
一思想、稳定人心、凝聚力量，而且有利于重
庆长远的改革发展稳定，为我们提高政治站

位、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工作思路、改进领导
作风、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遵循，创造了条
件。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时
时处处事事从政治和大局上向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更加坚定地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更加自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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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孙政才案件的严
重危害。孙政才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
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
纪律，讲排场、搞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选人用人唯亲唯利，泄露组织秘密；严重违
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
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
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收受贵重礼
品；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主义严重，庸懒

无为；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腐化堕落，搞权色
交易。孙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
要求，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
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社会影响极
其恶劣。

会议强调，重庆是孙政才案件主要发生
地，教训极为深刻，要认真汲取孙政才严重
违纪案教训。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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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定理
想信念宗旨，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必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净化党内风气，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坚持为政以德，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着力构建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

坚决拥护中央对孙政才严重违纪案处理决定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张国清传达

本报讯 （记者 杨帆）9月29日，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兰渝专列首发仪式在重庆铁路
口岸举行。市委书记陈敏尔宣布发车。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国清致辞。市领导王显刚、陈
和平出席首发仪式。副市长刘桂平主持首发
仪式。

上午10时30分许，陈敏尔宣布：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兰渝专列发车。

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列车载着29个装
满“重庆造”汽车的车皮，驶向兰州东川站。
同时，兰州发往重庆至广西钦州港的货运专
列也一同开行。兰渝铁路是我国纵贯南北的
大动脉，是西部地区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也
是中欧（重庆）国际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兰渝专列的开行，连同不久前开通的“渝
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极大拓展了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辐射带动能力，对于我市更好
地发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作用，加快建设内
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清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
陈敏尔书记，向支持通道建设的国家有关部
委、中国铁路总公司、西部兄弟省区和社会各
界表示衷心感谢。张国清说，兰渝铁路通道

成功开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构建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又一重要成果。南向出海通
道是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南向铁海联运、跨境公路、国际铁路多
式联运通道和兰渝铁路构成，并向东、向北、
向西网络化拓展辐射。“渝黔桂新”南向铁海
联运通道常态班列和兰渝专列相继首发，实

现了主干通道与网络通道贯通衔接，将更加
有利于密切沿线及周边地区经贸合作。重庆
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运营中心，将与各
方一道，创新政策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努力
塑造南向国际陆海贸易通道品牌，为“一带一
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成都铁路局、沙坪坝区、市有关部门和相
关单位负责人参加首发仪式。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兰渝专列首发
陈敏尔宣布发车 张国清致辞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强意志、鲜明态度和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证
明我们党有着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
拥护中央决定，深刻领会把握中央决定的正确

性、及时性和对重庆的有利性，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明辨大是大非，
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地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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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
工作中的实干家，做政治生态“护林员”。

孙政才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
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
律，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严重违反生活纪律，是
政治腐败的典型，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的典型，是破坏政治生态的典型。

（下转4版）

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