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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7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市委礼堂举
行，全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通过网络、电
视、报纸等收听收看报告会后倍感振奋。
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报告主题系统全面、内
容丰富，深入解读了十九大报告的基本精
神和要求，为干部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有力推动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加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听了宣讲报告，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十

九大精神的理解和领会。”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张良皓说，健全人民当
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
略之一。在实践中必须对标对表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把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
来，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之中。

党的十九大代表、江津区委书记程志
毅表示，宣讲报告既有宏观阐述又有微观

解读，让我们更加准确地领会到十九大精
神内涵。江津区将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坚持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深化机
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在完善管理体制、转
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
式等方面狠下功夫，深化拓展白沙镇行政
体制改革全国试点工作，建设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市质监局局长张宗清表示，宣讲报告

针对如何理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
出要把握好“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个方
针，令他印象深刻：“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
向。”他表示，下一步质监系统将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培育方面多下功夫，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着
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
力变革，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光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
宗钢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十九大精神的学习
宣讲。

（下转4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全市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6日至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
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率领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渝调研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康养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康养产业发展。

齐续春一行首先来到石柱冷水生态露营基地，听取了石柱全域旅
游、沙子动车站及导轨电车、冷水特色康养小镇、中益土家园林小镇、
西沱古镇云梯街规划情况介绍，随后考察了石柱莼菜产业、重庆市康
复医院黄水院区、黄连良繁基地、千野草场等康养产业发展情况，对石
柱大力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养经济、倡导康养生活、建设康养石柱，
加快推进全国著名康养胜地建设等举措给予充分肯定。

在石柱康养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齐续春听取了石柱康养产业
工作情况汇报。齐续春表示，石柱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空气质
量优越，发展康养产业优势明显，要把石柱的旅游业和医疗产业以及
健身、康复、养生、养老结合起来，用好康养资源，推进康养产业项目建
设，推动“农家乐”变为“康养乐”，采取有力措施，让更多的人吸石柱的
空气、吃石柱的食品，积极探索康养产业发展新模式。 （下转2版）

齐续春在石柱调研
康养产业发展时指出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
指导康养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陈国栋 戴
娟）不忘初心和本色，牢记使命与担当。11
月8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国清与党支部同志一道，瞻仰中共中央南
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革命
纪念馆，缅怀革命先辈，重温入党誓词，并
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
活会。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参加活动。

下午3时许，陈敏尔、张国清与所在党
支部全体党员前往红岩村52号，这里是中
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抗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先后在此工作
和生活。走进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同志
办公室，陈敏尔认真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
解有关历史。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一幅幅
珍贵的照片、一件件泛黄的实物，述说着那
段光辉的战斗岁月。陈敏尔来到这里，不
时停下脚步，上前仔细端详。陈敏尔深情

地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艰难困苦中开拓
新局面，孕育了不朽的红岩精神，一定要把
红岩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随后，陈敏尔一行来到红岩革命纪念
广场，广场上悬挂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面对党旗，在陈敏尔领誓下，全体宣誓
人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
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宣誓活动结束后，陈敏尔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了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会
上，大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
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支部同志逐一作了发言。陈敏尔认真听取
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

陈敏尔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重温入党誓词，必须牢记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事业发展永无止
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初心
是共产党人入党时的承诺，需要用一生去
修炼和践行，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永远年
轻。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
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
成、一往无前。我们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加强党性锻炼，把初心
写在岗位上、写在行动上，把对党忠诚、为
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
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奋力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他强调，机关党员干部要
把“四个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当工作中的实干家，切实提高服
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张国清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会时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要回顾历
史、不忘初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担当为
党奋斗的崇高使命。市政府办公厅广大党
员干部，要坚定信仰的力量，发扬红岩精
神，像黄葛树一样牢牢扎根大地，信念不
移、初衷不改。要有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
感，把使命感落实在做好一件一件的具体
事上、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中，以实际行
动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

唐良智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会时说，今天我们瞻仰革命遗址，重温入党
誓词，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就是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践行为民宗旨，自觉投身为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各项事业中去。

陈敏尔张国清与党支部同志一道瞻仰中共中央南方局暨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革命纪念馆并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值此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全国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长期以来，中国记协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拓展对外新闻交流，引领广大
新闻工作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凝聚了强大
舆论力量、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在新时代，希望中国记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记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更好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真正建设成为“记者之家”。希望
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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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7年11月8日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习近平致中国记协
成立80周年的贺信

本报讯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近日研究决定，中国共产党
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2017年 11月 13日
至14日召开。

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制定我市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
大地上，报告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

中共重庆市委五届三次全会
将于11月13日至14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 李忠
发 谭晶晶 潘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8日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
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
两国元首夫妇在故宫宝蕴楼茶叙，共同参观
故宫前三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
文物展，并欣赏京剧表演。

季秋时节，故宫红垣溢彩，黄瓦流光。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宝蕴楼迎接特朗普
和夫人梅拉尼娅。两国元首夫妇互致问候，
亲切寒暄，共同步入宝蕴楼落座茶叙。

宝蕴楼内茗香满室，乐音绕梁，人文渊
薮。习近平热烈欢迎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
1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感谢特朗普
全家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的热情接待，祝特
朗普夫妇在中国访问愉快。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意义
重大，不仅为中美两国高度关注，也为世界各
国所瞩目。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
访问将取得积极和重要成果。习近平应询向
特朗普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刚刚
闭幕的中共十九大重要成果。

特朗普感谢中方对他此次访华作出的周
到安排，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闭幕和习近平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称赞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的成就，期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
成功。

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故宫的历史，指
出故宫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
口。随后，习近平夫妇陪同特朗普夫妇前往
前三殿参观。两国元首夫妇经内金水桥，穿
过太和门，在恢弘庄重的太和殿广场合影。
两国元首夫妇沿故宫中轴线，依次参观了太
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体会着三大殿中文名
称中蕴含的“和”的中国文化传统。

（下转2版）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

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这是两国元首
夫妇在太和殿广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大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宣讲十九大精神

我市首个大学生宣讲十九大精神讲习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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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邓建华向公司干部员工宣讲十九大精神

“将自己的‘心’和‘魂’注入到产品中”

新华社北京11月
8 日电 （记者 胡
浩）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8日致信
祝贺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成立80周
年，向全国广大新闻
舆论工作者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
指出，长期以来，中国
记协加强新闻队伍建
设，拓展对外新闻交
流，引领广大新闻工
作者积极宣传党的主
张，深入反映群众呼
声，唱响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为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
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胜利凝聚了强大舆论
力量、营造了良好舆
论氛围。

习近平强调，在
新时代，希望中国记
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牢记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
使命，深化改革，开拓
创新，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好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真正建设成
为“记者之家”。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
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
民族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出席庆祝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届中国新闻奖颁
奖报告会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并讲话。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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