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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9日上午在中南
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我国工运事业是
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
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
的领导，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加强
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服
务力度，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勇于担当、锐意进
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开创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
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几天前，中国工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大会贯彻党中央要求，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会工作作出部署，选举产
生了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我代表党中央，
对中国工会十七大成功召开、对全国总工会新一届
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各族职工群众、劳
动模范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全国总工会
新一届领导班子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
工会工作，态度坚决，信心坚定，情绪饱满，精神振
奋。党中央对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殷
切期望。

习近平指出，过去5年，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
会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
实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加强职工政
治引领、组织职工建功立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
持职工队伍稳定、深化工会改革创新、推进工会系
统党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工会
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
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中法海洋卫星发射成功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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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的高度，将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放在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大格局之中，擘画推进妇女事业、妇联

工作、妇联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
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妇女事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妇联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重视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纪实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

10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0月
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党委秘书长
会议、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五周年座谈会
精神，传达贯彻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进会及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座谈会精神，审
议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方案，研究部署加强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校园安全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副书记任
学锋，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市政协、市高
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党委
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
代党委办公厅（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党办是政治机关，讲政治是党办的
生命线。全市各级党委办公厅（室）要旗
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指示和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精神，深
刻认识把握“两个维护”的重要意义、科
学内涵、实践要求，坚决扛起“两个维护”
重要政治责任，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党
委办公厅（室）履行职能各方面，切实当
好风向标、催化剂、把关人、监督员，建设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要

全面提高“三服务”工作水平，强化理论
武装，提升队伍素质，发扬优良传统，深
化改革创新，高质量高效率地抓好要务、
办好事务、搞好服务，全力推动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地落实。各级党委要加强领
导、强化保障，关心支持办公厅（室）工
作，积极创造良好条件，更好地发挥党委
办公厅（室）作用。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自贸区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
全局谋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全力推进
重庆自贸区建设，努力在西部内陆地区带
头开放、带动开放。要提高谋划水平，强
化顶层设计，主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准
确把握对外开放新形势，发挥自身优势特
色，促进重点开放平台联动发展，加快建
设内陆国际贸易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要提高创新水平，推动政策创新、制度创
新、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着力解决深层次
矛盾和结构性问题。要提高发展水平，努
力在产业发展、贸易投资、开放主体、口岸
物流、开放环境上体现高水平，推进自贸
区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
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中央
扫黑除恶第 9督导组反馈意见的整改

落实，确保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督查到
位。要坚持统筹兼顾，把扫黑、除恶与
治乱结合起来，以重点地区、行业、领域
为突破口，以深挖彻查“保护伞”为关键
点，以基层组织建设为着力点，精准施
策，动真碰硬，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长
效化。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
领导，突出抓好队伍建设，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思想教育作为基础工程、素
质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正风肃纪作为坚
强保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的政法队伍。

会议指出，校园安全是最让人牵挂的
公共安全。巴南区幼儿园恶性伤人案件
令人痛心，教训深刻。要继续做好受伤儿
童监护治疗和心理疏导，切实做好案件处
置和善后工作。要注重举一反三、警钟长
鸣，全面开展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堵塞漏洞、改进
工作，坚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要大力提
升校园安保能力，完善校园安全防控体
系，充实学校安全力量，加强师生安全教
育，筑起维护校园安全的坚强防线。要扎
实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和社会面管控，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0月29日，市委
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工
作。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千方百计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唐良
智，市委副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学锋，市委
财经委员会委员王赋、陆克华、刘桂平、潘毅琴、李明
清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我市工业经济运行、投资、外贸及消费
运行、财政收支运行、经济运行统计指标分析等情况
汇报，审议《中共重庆市委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及
《中共重庆市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实施“八项行动计划”，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
深度用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但也要
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既要稳住经济发展基本面，又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千方百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
力，扭住关键环节，注重精准施策，做到心中有数、手

中有招、工作有效。要千方百计推动工业增加值有效
增长，着力抓好汽车、电子两大重点行业企稳向好，善
于利用加减法，帮助工业企业降低成本，运用大数据
智能化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要千方百计扩大有
效投资，全面主动对接中央政策取向和投资方向，加
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精准抓好工业投资、房
地产投资，加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要千方百计保持
外贸有效增长，加强政策引导支持，优化外贸产品结
构，推进外贸市场多元化，做好对困难外企服务工
作。要千方百计促进居民有效消费，着力稳定汽车、
家电等重点领域消费市场，积极培育旅游、信息等新
的消费增长点，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要千方百
计加强对企业的有效服务，强化用地、资金等要素保
障，做好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工作。要千方百计
搞好经济有效管理，加强目标管理、运行管理、统计管
理和风险管理，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会议强调，市委财经委作为市委重要议事协调机
构，要切实承担起全市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职责。要提高政治站位，树
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党中央
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及有关经济工作的决策
部署摆在首要位置。要加强战略谋划，着力抓好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重要建设
项目等重要经济事项，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全市性重要
经济工作。要坚持精准聚焦，重点研究全市经济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央和市委重要经济决策的落地
落实。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强调

抓紧抓实当前经济工作
千方百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良智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 于佳欣）10月29日，商务部
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商务部国际
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介绍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有关情况。

傅自应表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亲自提议并向
世界宣布的。经过紧张筹备，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
到10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举行相关
活动。届时，大约150个国家和地
区的政要、工商界人士及有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

傅自应表示，11月4日，习近平
夫妇将举行欢迎宴会。11月5日上
午，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发表
主旨演讲，并与中外领导人一起参
观国家馆。博览会期间，习近平主
席将会见有关外国国家元首及政府
首脑。

傅自应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包括展会和论
坛两个部分。展会即国家贸易投
资综合展（简称国家展）和企业商
业展（简称企业展），论坛即虹桥国
际经贸论坛。国家展是本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内容，共有
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71个
展台，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各参
展国将展示国家形象、经贸发展成就
和特色优势产品。国家展中，印度
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南非、埃
及、俄罗斯、英国、匈牙利、德国、加
拿大、巴西、墨西哥等12个主宾国
均设立了独具特色的展馆。作为
东道主，我们设立了中国馆，包括
港澳台展区。中国馆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主线，将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
大成就，以及中国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企业
展分7个展区、展览面积27万平方
米，来自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
企业签约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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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0月29日，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主任会议举
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农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
庆市河道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

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了市人
大城环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情
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举
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有关事
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
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越，秘书长
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

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在我市推行
5个月，4620名干部及亲属主动说明问题——

“给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