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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鹏 杨帆 陈
国栋）8月3日，我市召开迎接十九大安
全稳定工作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做好重庆当前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我市安
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安全稳定工作，全力以赴抓安全保
稳定促和谐，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

市委书记陈敏尔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国清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徐松
南，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市委常委，部分
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唐良智主持。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市上下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做好
重庆当前各项工作，要把握好两个重
要政治前提。一要把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自觉用讲
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把自己摆进去，静下心来学，融会
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学思践悟、知行
合一，把讲话精神贯彻到经济社会发
展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提
高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
力。二要把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
当前重大的政治责任。要以团结和谐
的政治局面迎接十九大，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积极向上的精
神状态迎接十九大，把心思和精力集
中到工作上，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推动形成
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局面。要以出色
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十九大，把“四个
扎实”真正搞得更扎实、更有效，做到
靠实干树形象、以实绩惠民生。要以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九大，肩
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
有效。

陈敏尔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多次
就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作出重要指示，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
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针。这些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市各级政法维稳战线认真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忠实履行职责使命，
推动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成绩来
之不易、弥足珍贵。同时要清醒看到，
我市安全稳定工作任务依然繁重。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宁可百日紧不可一
日松，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面把握当
前安全稳定工作形势，高度重视、高度
警惕、高度负责，在战略部署上“扣扣
子”，在责任履行上“担担子”，在任务
落实上“钉钉子”，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陈敏尔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扎实有效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深入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坚决防止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
政治事件，坚决防止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
性事件，坚决防止发生重大到市进京上访事件，坚决防止发生重大恶性刑事治安案
件，坚决防止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坚决防止发生重大舆情炒作事件。着力维护
政治安全，严防敌对势力捣乱活动，严打暴恐分子在渝活动，严管各类非法组织活
动。着力防控经济领域风险，保持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类矛盾和问题的高度敏感
性，对防范金融、债务等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着力抓好信访维稳工
作，着眼把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化解信访存量、有效减少
信访增量。着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对刑事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发挥人防、技防、群
防作用，推动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向好。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防汛抗旱和地
质灾害防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着力做好
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加强网上舆论引导，
切实加强网络安全监管，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陈敏尔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落实领导责
任，健全责任链条，明确责任主体，强化责任追究，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负其责、
严肃问责。改进作风方法，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更加注重排查化解，更加注重预警预
报，更加注重应急应对，更加注重科技运用与体制改革深度融合。强化基层力量，推动
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确保基层安全稳定工作基础扎实、运转顺畅。加强队
伍建设，始终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不断增强队伍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
力。营造和谐氛围，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更好传递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张国清分析了全市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并就切实做好党的十九大前后安全稳定
工作进行了部署。他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抓重点、
抓关键、抓薄弱环节，有效防控各类风险，扎实做好我市安全稳定工作。要切实增强
维护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感，清醒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强忧患意识，作最
充分准备，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
确保全市政治大局稳定。要有效防控经济社会各类风险，切实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确保全市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各部委、市级各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各区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所在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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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11点，虽然烈日灼
人，江津区白沙镇居民刘荣清走出白
沙镇综合执法局时却满面带笑，连说

“在白沙做生意，干得起”。
“干得起”是江津人的口头禅，意

思是“没问题”“行得通”。老刘为啥
要说“干得起”呢？

原来，最近天气炎热，刘荣清盘
下了镇上的一个门面，准备卖空调。
为早日开业，他赶到白沙镇综合执法
局办理店招更换手续。没想到的是，
经过简单的询问和填写备案登记表
后，不到 10分钟，申请手续就办好
了。白沙镇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告
诉刘荣清，马上派人到他的店面勘查
审核，最多两个小时就能办完全部手
续，让他早日开业。

对店招的执法管理权，本是由区
市政园林局来行使。如果按常规方
式，刘荣清要坐车一个多小时到江津
城区办理，从申请到勘验最后审核，
至少花费三天的时间。现在，这项执
法管理权已下放到白沙镇综合执法
局，办事人大量的时间成本得到节约，
而且由于综合执法局整合了执法资
源，执法队员在勘验店招更换的同时，
还顺带检查了门面内的设施运行是
否安全、是否有乱搭乱建等情况，让
刘荣清“早日开业”的愿望尽早实现。

白沙镇相较于大家熟悉的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头，其实还有一个重
要的称号——全国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这也是我市唯
一一个试点镇。在推进改革试点中，
白沙镇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
口，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全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职
能、提效能，尽量减少办事企业和居民
在镇与江津城区之间的奔波，基本实
现“白沙的事情白沙办”。（下转5版）

白沙镇为啥“干得起”
本报记者 董延 张珺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时代坐标，深刻洞
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符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标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五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强基固本、锐意进取，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
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五
年来所做的工作很多是开创性的，所解决的问题很多是深
层次的，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办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党全国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五年来的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取得的。

（下转3版）

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端。一弯
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相对于全国2亿多公顷的

森林面积，这112万亩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地处风沙前缘的这

一弯绿色，却显得弥足珍贵。
她，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

氧气55万吨，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

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相当于为每3个中国人种下
一棵树，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为什么是塞罕坝？
循着绿色的召唤，穿行在她的林海里，从每棵树、

每个塞罕坝人身上，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矢志不
渝的拼搏和奉献，对绿色理念的彻悟和坚守，对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使命和担当。

绿色奇迹——塞罕坝从一棵树
到一片“海”的实践证明，以超乎想
象的牺牲和意志苦干实干，荒原可
以变绿洲，生态环境一定能实现根
本性改善

树，在塞罕坝是最平常的东西，也曾是塞罕坝最稀
罕的东西。

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驱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进
入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在一整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
远远就能望见一棵落叶松兀自挺立。

20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壮，两个人才能合抱
起来，树龄已超过200岁。

不知谁悄悄用红布把树干围了起来，树枝上还系
着一条条五彩绳，随风飘动。

“这是树神吗？”记者好奇。
“我们叫它功勋树。没有这棵树就没有今天的塞

罕坝。”林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赵云国说。
时间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她还是茫茫原始森林

中的一棵小树。那时的塞罕坝，物产富饶，牲兽繁育，
是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塞罕坝的命运从那时起遭遇逆转。
清朝晚期，国势渐衰，为弥补国库空虚，同治皇帝

宣布开围垦荒。此后，树木被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
退化成荒原沙地。

塞罕坝展览馆里，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当年的
惨境：光秃秃的山丘，狂风肆虐的沙地，难觅活物……

往北是茫茫大漠，往南是京畿重地，这道连南接北
的重要生态屏障，轰然倒下了。

大自然的报复如洪水猛兽一般。西伯利亚寒风长
驱直入，内蒙古高原流沙大举南进。

（下转3版）

从一棵树到一片从一棵树到一片““海海””
——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7月28日，江津区白沙镇行政服务大厅，市民正在办理业务。
记者 郑宇 摄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基层党
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谈成绩振奋人心、讲形势发人深省、指方向催人奋
进，对于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共同创造幸福生
活和美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用
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定信心、鼓足
干劲，以良好精神风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征程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
和行动，凝聚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牢牢把握我国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对此
充满信心，表示要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
行动，凝聚奋进力量。

江津区龙华镇党委书记李仁华表示，龙华镇将以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充分发挥龙华镇地处江
津现代农业园核心区和富硒资源优势，依托“鲁能美丽
乡村”“农业气象博览园”“锦程橘香四季”等农旅融合
项目，大力发展富硒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加快完
善基础设施配套，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重
庆都市近郊农旅休闲目的地。

江北区法院执行局局长袁列彬表示，总书记重要
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推
进法院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下转5版）

决胜全面小康 创造新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基层

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77月月1111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晓王晓 摄摄

重庆“铁公水空”各口岸
全面实现7×24小时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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