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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今天距首届智博会开幕还有 5 8 天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
善治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
众，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

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禁

毒委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推动禁毒
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

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
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要依法严厉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加大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
毁制贩毒团伙网络，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重点针对青少

年等群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
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决
议，正式将每年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
日”。今年国际禁毒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如何让贫困地区群众能
就近看病？我市再放大招。6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卫计委获悉，我市将启动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
到2020年，逐步将试点范围覆盖到所有贫困区县的乡镇
卫生院，让更多的全科医生能留在基层。

为了把人留在基层医疗机构，按照《重庆市改革完
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我
市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工资水平，使其
工资水平与当地区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
资水平相衔接，并鼓励各区县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
给予其进一步倾斜。为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
员工作积极性，内部绩效工资分配可设立全科医生津
贴。

针对贫困地区，我市将试点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引导

和激励优秀人才到基层工作。
对国家级和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以下称贫

困区县）将加大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力度，订单
定向免费培养的农村高职（专科）医学毕业生，经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合格后，将重点补充到村卫生室和艰苦边远
地区乡镇卫生院。

职称晋升政策也将向贫困区县进一步倾斜。对长期
扎根贫困区县农村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可突破学历等
限制，破格晋升职称。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取得中级职称后在贫困区县农村基层连续工作满10
年的，可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直接取得副高级职
称，取得的副高级职称原则上应限定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聘任，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上级医疗卫生机构流动
时，应取得全市统一的高级职称。

让贫困地区群众就近看病

我市将启动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6月25日，市城管委召开
新闻通气会宣布，即日起到今年12月底，将组织开展“三
水共治、清洁长江”2018城市水域环境治理专项行动。此
次行动将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紧盯治理“水脏”
和“水浑”两大任务，统筹抓好水上岸上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工作，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市城管委人士介绍，“三水共治”主要指的是推进以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水生态修复、水污染
治理和以饮用水水质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水资源保护。

该行动将根据三峡水库蓄水的年度时间安排和水位
调度计划，及时清理城市建成区长江两岸约30米落差消
落区的固体废物，全面排查治理市政公用设施安全隐患，
同时把握春夏交替、汛期暴雨的季节变化，密切监测长江
及其支次河流水面漂浮物、水生植物生长态势，有的放
矢、做好预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我市将加强主城区
“两江四岸”城市水域环境监督管理，对渝中区珊瑚坝、江
北区北滨路等主城区“两江四岸”滩涂岸坡区占道经营和
固体废物治理进行监督管理；全面推进清理治理城市水
域生活垃圾，对长江水域、岸边可视范围内垃圾废弃物，
做到及时清理、保持两岸干净清洁；而三峡水库汛期蓄水
期漂浮物的清理，则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分段治理责
任，落实清漂人员，做到重庆库区水面漂浮物及沿江两岸
垃圾应清尽清；并严格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的监
督和管理，保证生活垃圾处理场环境整洁。

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则将进一步加强处理及管网设施监
督管理，不仅要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还要安全处
理处置污泥，并对污泥去向、用途、用量进行跟踪记录；还要
加强城市供水全过程管理，保护饮用水水源地，规范水厂运
行管理，加快供水设施改造。

持续改善长江水质

2018城市水域环境治理专项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立医
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
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加
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根
据党章和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公立医
院党的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发挥公立医院
党委的领导作用

（一）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党委等院级党组织发挥
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
实的领导作用。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
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
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
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集体讨
论，作出决定，并按照分工抓好组织实
施，支持院长依法依规独立负责地行
使职权。院长在医院党委领导下，全
面负责医院医疗、教学、科研、行政管
理工作。

（二）明确公立医院党委职责
1.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贯彻落实党的卫生与健
康工作方针，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政策措施，坚持公立医院公
益性，确保医院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2.依照有关规定讨论和决定医院
改革发展、财务预决算、“三重一大”、
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以及涉及医务人
员权益保障等的重大问题；

3.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领导医院干部的选拔任用工
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4.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讨论决定医
院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创新用人机
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

5.做好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宣传
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弘扬崇高精神，加强医德医风、精神文
明和医院文化建设；

6.完善医院党组织设置和工作机制，提升组织力，增强政治功能，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抓好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
理监督服务工作；

7.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支持纪检机构履行监督责任，加强
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8.全面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做好统战工作；
9.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三）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医院章程。公立医院章程要明确党组

织的设置形式、地位作用、职责权限和党务工作机构、经费保障等内容
要求，明确党委研究讨论医院重大问题的机制，把党的领导融入医院
治理各环节，使党建工作要求得到充分体现。

（四）健全医院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制度。党委会议
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研究和决定医院重大问题，不是党委委员
的院长、副院长可列席党委会议。院长办公会议是医院行政、业务
议事决策机构，由院长召集并主持。重要行政、业务工作应当先由
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再由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健全医院党委
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等议事决策规则，明确各自决策事项和范围，
不得以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议。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坚决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重大问题在提交会议前，
党委书记和院长要充分沟通、取得共识。加强党务、院务公开，强
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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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景巴渝”发现有开发潜力地质资源246个

区县经济新增长点或就在其中

6 月 25 日傍晚，五彩晚霞布
满江津城区天空，美景如画。

连日阴雨过后，重庆当日又
迎来了令人心醉的“重庆蓝”。市
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各地
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
温38℃，“重庆蓝”还将持续在天
空中上演。

谭文奇 摄

五彩云霞

习近平会见
法国总理菲利普

标题新闻

谱写无愧于新时代的青春篇章
——热烈祝贺中国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自掏腰包，开着自家挖掘机，连续19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张乾江为老家修了条出村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青

年的成长进步，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

扫一扫
就看到

在新时代党的阳光照耀下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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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
日报记者6月25日从重庆市通信
管理局获悉，助力重庆脱贫攻坚，重
庆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正在
加速推进。预计到今年底，我市将
基本完成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
攻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基本
实现深度贫困乡镇农村人口聚居的
自然村宽带和4G网络全覆盖。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升农村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助力重庆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庆市通信管理
局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将推进农
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精
准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列为“一把手”工程。

该局制定了《重庆市信息通信
业推动深度贫困乡（镇）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并会同市经
信委大力协调工业和信息化企业加
大资金、人员和项目倾斜力度，支持
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相关计划，重庆通信行业
将按照“宽带网络分片包干、4G网
络移动为主”的原则，连续投入约
8000 万元资金用于深度贫困乡
（镇）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到今
年年底，基本实现全市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农村人口聚居的自然村宽带
和4G全覆盖，奠定脱贫攻坚的坚实
网络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助推
农村电商、旅游等涉农信息化应用。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深度贫困乡镇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其中，重庆电信已完成巫山、石柱等
14个区县72个4G基站建设，以及
巫溪、城口等8个区县11个深度贫

困乡镇的59个行政村人口聚居区光网覆盖；重庆移动已完成
120个4G基站建设，以及5个深度贫困乡镇的28个行政村
人口聚居区宽带覆盖；重庆联通已完成16个4G基站建设，
正加快62个4G基站建设及酉阳2个深度贫困乡镇宽带网络
建设；重庆铁塔承接深度贫困乡镇塔类建设294个，目前已
建设完成26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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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