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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星翰）3月12日
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组织召开处级以上干
部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传达陈敏尔书记在重

庆代表团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时提出的学习宣传贯彻要求。

会议强调，市人大机关要认真抓好学习贯
彻落实，扎实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一是要加强

组织领导，抓紧抓好学习贯彻工作。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
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二是

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坚定自觉
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要求，坚决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指示，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三是要扎实做好当前
工作，用工作实绩检验学习贯彻效果。扎实做
好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调研、政府学前
教育工作评议以及立法工作调研等，推动人大
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新一届新一年良好
开局，努力推进人大工作迈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张定宇、夏
祖相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3月12日，市政协机关召开全体
干部大会，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
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陈敏
尔书记在重庆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代表团
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庆工作的殷
切期望和对重庆干部群众的关心关怀，令人

倍感亲切和温暖，备受鼓舞和激励，倍增动
力和信心，深入学习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将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会

议要求，市政协要结合政协实际，细化贯彻
落实措施，不折不扣地把总书记讲话精神和
市委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全市政协组织、广
大委员以及广大机关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团结
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充分发挥
政协智力和组织优势，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到重
庆大地上贡献智慧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谭家玲、周克勤，秘
书长秦敏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市政协召开机关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 见习记者 吴
星翰）3月12日，市政府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在渝市政府党
组成员、副市长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代表团

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是我市改革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大事。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做好重庆
各项工作的总要求、总遵循，要按照市委统一
安排和陈敏尔书记在重庆代表团专题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提出的要求，
把学习好、贯彻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和头等
大事。

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
心地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深刻
认识到正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的工作才有底
气；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正确指引，我们的发展才会健康；正
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切关
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好，把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好。

会议强调，要大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

态，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深入开展“十破十立”，把正确思
想、优良作风、良好导向、正面典型立起来，
把各种模糊和错误的思想认识清理打扫干
净。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全市
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始终在宪法法律范
围内行使权力，大力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
领导干部政德，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要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懂弄通做实，细化
实化为具体工作举措，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不辜负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和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努力书写新时
代重庆发展的新篇章。

市政府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周尤）3 月 11 日，市
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
讲话精神、陈敏尔书记在重庆代表团专题

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提
出的学习贯彻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总书记对做好重庆工作提出
总体要求，就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法治与

德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市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做深做细贯彻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重庆各项事业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会议强调，要担负起纪委监察委的特殊
使命和重大责任，更加坚定自觉地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肃清孙政
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当好政治
生态“护林员”，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当好党章“守护者”和宪法“维护者”，将
总书记关于加强法治与德治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穿到依纪依法履行纪委监察委的工作职责
中去。搭建大数据平台，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科
技含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担负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 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黄乔）3月12日，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刘强主持召开市委政法委机关
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陈敏尔书记在重庆代表团
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时
提出的要求。他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提高政治站位，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热潮，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位。

刘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代表团

参加审议，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对重庆干部群众的关心关怀，为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定向导航，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是做好重庆各方面工作最切实的行动指南。
刘强强调，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强行动自觉
和思想自觉，结合“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
动，立足政法工作实际，积极主动作为、细化措
施、落实责任，扎实抓好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
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防控重大风险、
法治建设等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在政法系统落实落地。

刘强在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要求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12日，市委宣
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重庆代表团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全体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
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学习好宣传
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张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瞻远
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意义重大，让重庆人民
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怀，让重庆干部
群众进一步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做好

工作，为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
习好宣传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张鸣要求，要抓好学习，认真筹备市委
中心组专题学习，组织好各级党委（党组）中
心组学习，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确保重
庆各项事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
行；要抓好宣传，组织各级各类媒体精心策
划、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推动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要抓好落实，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不断推动重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
上新台阶。

张鸣在市委宣传部部务（扩大）会上要求

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一定要学好、用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3月11日、12日，我市各
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召开干部大会、常委
扩大学习会议、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专
题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市领导干
部大会精神。

万州区

要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精心制定学
习培训计划，抓好宣传引导和贯彻落实，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落实“八项行动计
划”，扎实抓好城市提升、乡村振兴、改革攻坚、
民生实事等重点任务。

两江新区

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
提高政治站位，做到依法行政和履职尽责，与
时俱进完善发展思路、明确工作重点、提升工
作水平，在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黔江区

要切实把总书记对重庆的关怀转化为忠
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聚焦高质量、发
力供给侧、推动智能化，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三
大战略”，努力推动黔江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

渝北区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以良好党风塑造良好政风，以

良好政风带动淳朴民风。要按总书记要
求，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等工作，确保今年一季度开好局
起好步。

南岸区

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与正深入开展的“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
动有机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南岸发展的强劲动力，
更好更快实现“南岸起风景”。

荣昌区

要求全区领导干部带头厉行法治,提高法
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树立法律红线意识，
把法律学习纳入全区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将领
导干部旁听法庭审判与法治理论考试制度相
结合。这样工作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
拥护。

北碚区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破立
并举，铸牢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严格约束
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
来造福于人民。

垫江县

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建设
提出的总要求，用新思想新理念指导实践
工作，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德法相依，着力
提升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深入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强化法治建设等各项工作，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垫江经济社会
发展，创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更有保障的高品质
生活。

市发改委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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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
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维护良好政治生
态；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带头立政德，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和发展改革工作中。

市国资委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对宪法法律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切实推
动国资系统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
加快国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切实

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确保国企国资改革发展
沿着正确的方向奋力前行。

市经信委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法律和道德的
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
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加强领导干部政
德建设，大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不懈
提高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真正
做到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到各
项工作中。

市交委

要求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热潮，确保“全覆盖、无死角”、学
懂弄通做实，着力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努力补齐交通短板，奋力推动重庆交通高质量
发展。

市城乡建委

要求全市城乡建委系统要时时处处事事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
军流毒，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戒贪止欲、克
己奉公，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
生态。

市质监局

领导班子要以上率下，发挥示范作用，带
头抓学习贯彻、带头厉行法治、带头常修政德，
推动形成“头雁效应”。当前要切实在加强质
量品牌建设、提升标准水平、强化质量安全监
管等方面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积极发挥质监
职能优势作用，全力推进质量强市建设。

市规划局

全市规划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
重庆的要求，开展好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不
断完善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刚性约束、基础支
撑“四个体系”，促进城乡布局优化、功能完善、
特色彰显、品质提升，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做好规划支撑保障。

市财政局

要时时、处处、事事将“政德”二字作为清
心剂、警世钟，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切实履行财政保障职责，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市环保局

既要抓住“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
又要关注基层基础和小事小节，夯实环保事业
根基；既要强化依法行政，又要筑牢理想信念、
锤炼坚强党性，确保既保护好优美的自然生态
又塑造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形成推动工作的强
大合力。 （本报记者）

确保重庆各项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我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召开干部大会等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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