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电 （记者 杨帆 张
珺）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陈敏尔主
持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外
交部部长王毅，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何
毅亭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发言。

会上，马善祥、杨帆、韩德云、刘希
娅、杨临萍等代表围绕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应用大数据智
能化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改进和加强立
法工作、加强中小学法治和德治教育、
提升司法为民水平等踊跃发言。栗战
书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同大家交流讨
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栗战书说，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
作始终，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顺应新时代新要求，满足
人民群众新需要，以高质量立法促进高

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革攻坚任务，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

民生福祉。希望重庆贯彻好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新
发展理念，打好脱贫攻坚战，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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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尔在主持会议时说，栗战书同
志的讲话，对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入辅导，
对做好重庆工作是精准指导。我们要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作为指引重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遵循和指
南针，精准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切实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奋力开创重庆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
书记杨振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
春耀，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史耀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韩晓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主任宋锐等参加。

栗战书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进一步开创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陈敏尔主持 王毅何毅亭唐良智张轩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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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 版面统筹：李波 主编：郑家艳 责编：张珂 版式总监：向阳 图片编辑：刘强 订报热线：966977

10
农历己亥年二月初四

星期日

2019年3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310号

代号77-1

今日16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三月的北京，春风拂面，万物勃发。
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
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聚焦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对领导干部如何讲
法治、立政德提出明确要求。希望重
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沉心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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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殷殷嘱托，深深期许，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为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定向导
航，给巴渝儿女带来巨大鼓舞和强大
动力。

一年来，重庆紧紧围绕把总书记
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
主线，重整行装再出发，团结一致向前
行，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思想武装，把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作为行动指南，把总书记关于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四个扎实”的
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具体落脚点。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全
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
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
业稳步向前。

厚立从政之德
涵养政治生态“绿水青山”

“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
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
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作出重要指示、提出
明确要求，并就法治和德治问题进行

了深刻阐述。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重庆专门召开市委五届四次
全会，市委书记陈敏尔强调，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为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们重
整行装再出发最重要的思想武装，是
做好重庆各方面工作最切实的行动指
南。市委提出的“三个确保”：确保重
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切行
动听党中央指挥、向总书记看齐，确保
重庆所有工作部署都以贯彻中央精神
为前提，确保重庆各项事业沿着总书
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这是市委的
政治承诺，也是检验重庆政治生态好
不好的根本标准。

重庆把全面干净彻底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作为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最要紧的任务，出

台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法治和德
治工作、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
薄熙来王立军流毒3个文件。重点在

“十破十立”上下功夫、见实效，以滚石
上山的劲头，正本清源、扶正祛邪，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明镜高悬紧
握戒尺。

重庆市委出台《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办法（试行）》，实体与程序并
重，为有效运用“四种形态”提供制度
遵循。

“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
以案说责”警示教育一年来共开展
5000余场，剖析3200多个典型案例，
43万多人次党员干部受到教育。

2018年，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通
过“四种形态”处理超2.5万人，同比增

长44.5%；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6282件9652人，分别是2017年
的3.72倍和3.59倍。

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成立重
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出台《关
于加强干部法治素养建设的意见》，市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为全市党员干部开
展法治专题学习活动，建立完善领导
干部法治轮训制度、法治考试制度，
1474名新提任领导干部集体参加法
治理论知识考试。过去一年，法治学
习已成为常态，崇尚法治成干部自觉。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

标。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
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多积尺
寸之功，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重庆市委组织部实施“领导干部
政德教育计划”，把干部政德作为干部
考察重要内容，德有问题的干部坚决
放下，将“加强政德建设”纳入区县全
面从严治党考核指标。

当前，全市上下形成了坚决听从
党中央指挥、自觉向总书记看齐的良
好政治氛围，形成了各级班子坚定清
醒有为、各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
好政治局面。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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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3月9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
议、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陈敏尔，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王毅，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何毅亭，全国
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全
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参
加。

陈敏尔在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栗战
书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对
过去一年工作总结很丰厚、很实在，对今
年工作任务部署很鲜明、很扎实，是一个
坚持党的领导、体现时代要求、反映人民
意志、彰显法治精神的好报告。新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政治站位高，
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人大工作，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
穿人大工作始终。工作布局实，在全面
学习宣传贯彻新修改的宪法、加强和改
进立法工作、依法履行人大监督职责、支
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等方面取得新成
效。创新亮点多，与时俱进开展工作，提

出了很多新思路，推进了很多新举措，推
动了新时代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完善发
展。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部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为推动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

唐良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体
现党中央关于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总体部署和要求，充分彰显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一，我完全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践
行“两个维护”、弘扬宪法精神、以良法
促发展保善治、助力改革发展、支持和
保障代表工作等方面做得好。过去一
年，市政府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扎实推进依法行
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提高干部
法治素养，法治政府建设纵深推进。我
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重庆的重
要指示要求，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实干实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下转2版）

重庆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陈敏尔王毅何毅亭唐良智张轩参加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是一年春来到 风正两江一风正两江一帆悬帆悬

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春潮澎湃起，扬帆再启航。在这
东风送暖、万物生长的美好春天，我
们重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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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讲话精神，感受关怀鼓舞的温
暖，汲取思想精神的营养，凝聚新时
代推动重庆发展的磅礴力量，切实把
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
地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
的指南。去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嘱托重庆广大干部群众要团结

一致、沉心静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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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法治德治建设，加强政德建设，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让重庆各项工作迈上
新台阶。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讲话
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具有极强的指
导性、针对性，为新时代重庆各项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目标、提供了根本
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时间是一把标尺，丈量出前进的
刻度。回望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重庆

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做到“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
求，重整行装再出发，勠力同心谋发
展。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
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全市政
治生态持续向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
政德建设水平，在推动领导干部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上见真章、动真
格，取得良好成效；加快建设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内陆开放
高地进一步凸显； （下转2版）

不负重托 努力追梦
本报评论员

图为晨曦中的重庆图为晨曦中的重庆。。 通讯员通讯员 唐安冰唐安冰 摄摄

牢记嘱托 奋力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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