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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全市正风反腐这一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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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
第2期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

文章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
统。我们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国历史上
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正确
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要团结带
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

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
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文章指出，要
严把德才标准。干部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
庭美德等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
要坚持公正用人。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
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正气。要拓宽用
人视野。要打开视野，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要激发干部积极性，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
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15日，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
会。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知行合一的
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
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在
会上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党员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中央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两个维护”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
宝贵经验，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旗帜鲜明讲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
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
查自己，深刻认识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
意义，正确把握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内
涵，认真落实践行“两个维护”的根本要求，
做到在“为什么维护、维护什么、怎么维护”
上更加清醒坚定自觉。要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开展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
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头看”，不折
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肃清孙政
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把“两
个维护”全面落实在行动上、时时处处体现
在工作中。

陈敏尔指出，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
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既是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
验，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的一贯要求。必须深刻领会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我”的重要论述，

以钉钉子精神把从严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
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抓好政
治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理想
信念宗旨，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
道德境界。要完善制度机制，突出问题导
向，扎紧制度笼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要注重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
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要加强学习实
践，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让广大干部经
风雨、见世面、长才干。领导干部要发挥

“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身正为范，带
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扎实地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

陈敏尔强调，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厚植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制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充
分发扬民主、善于正确集中。保持健康的

党内同志关系，坚决破除“袍哥”文化、码头
文化、江湖习气等不健康因素，坚决抵制和
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
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建立健康的工作关
系，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部门和岗位
监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陈敏尔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
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担
起“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
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深
入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用严管体现
厚爱。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建设忠诚干净
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强化自我监督，坚
决防止“灯下黑”，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
员”。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

从知行合一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
树牢“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1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了解到，截至目前，重庆自然保护区内95宗
探矿权、采矿权已经全部退出，完成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任务。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重庆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
后，对自然保护区采矿活动进行全面排查，最
终锁定95宗矿业权作为整改目标。

随后，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成立整改
小组，会同煤管、电力、水利等部门单位，定期
召开联络会议，建立旬报制度，及时解决推出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退出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我市采
取“一矿一策”的方式，压实区县政府主体责
任。一方面积极细化补偿标准、程序，规范补
偿事宜；另一方面，提前研判信访诉讼风险，制
定化解对策，稳妥解决矿业权退出信访稳定等
问题。

比如，自然保护区最后一宗采矿权——巫
山县兴营煤矿，在退出中曾出现企业主抵触的
问题。为此，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同当地政
府，一方面梳理问题症结，帮助企业厘清债务
问题；一方面讲清补偿政策和退出底线，督促
企业抓紧退出。2018年12月底，兴营煤矿顺
利退出，标志着重庆自然保护区矿业权全部完
成退出任务。

目前，我市已出台《自然保护区和“四山”
管制区矿业权退出验收规定》，明确验收主体、
时间、程序和标准，确保退出工作经得起实践
和时间检验。同时，全市加大自然保护区内退
出矿山转型政策扶持力度，开通绿色通道，支
持退出企业转型发展。

我市还进一步明确严禁红线范围内进行
破坏生态环境的开采活动；严格矿产资源规划
管控，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后，自然保护
区、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线以及长江、
嘉陵江和乌江干流岸线5公里及第一山脊线
可视范围内，一律不新批矿业权。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

重庆自然保护区
矿业权全部退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由人
类带到月球上去的棉花种子，成功发
芽并长出绿叶。1月15日，重庆大学
宣布，由该校牵头承担、随嫦娥四号
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简称“科普载荷”），于1月5日在月
球上生长出第一株植物嫩芽。

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成功进行
生物生长试验。1月12日，该科普载
荷传回最后一张试验照片，结束本次
生物生长试验。

完成此次月球生物生长试验的
科普载荷，是重庆大学历时3年多研
制的一个圆柱形抗压容器。其由特
殊的铝合金材料制成，直径 173毫
米，高198.3毫米，内部搭载了棉花、
油菜、土豆、拟南芥、酵母和果蝇6种
生物，以及18毫升水和一定数量的

土壤、空气，还有两个记录生物生长
状态的相机等，总重量为2.608公斤。

其中，植物生产氧气和食物，供
所有生物“消费”；作为消费者的果蝇
和分解者的酵母，通过消耗氧气产生
二氧化碳，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酵
母则可以分解植物和果蝇废弃物而
生长，也可以作为果蝇的食物，由此
形成一个简单的微型生态系统。

在经历月球低重力、强辐射、高
温差等严峻环境考验后，1月5日晚8
点，项目地面接收数据显示科普载荷
内的棉花种子发育为绿色的胚芽。

“本次发芽的棉花种子是低酚
棉，俗称‘无毒棉’。这是人类在月球
上种植出的第一株植物嫩芽。”重庆
大学副校长、科普载荷项目总指挥刘
汉龙表示，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成功

进行生物生长试验，可为人类今后建
立月球基地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具
有重大意义。

1月12日20时03分34秒，在经
过9天的月面注水、发芽和生长试验
以后，项目地面指挥中心向科普载荷
发送了断电指令，科普载荷正常关机。

据悉，科普载荷在月球累计工作
212.75小时，主副相机累计拍照34
次，传回照片170多幅，并实时传回
温度、电压、气压等各项遥测数据。

目前，科普载荷内部处于月夜零
下52摄氏度的温度，结束使命的6种
生物均处于冷冻状态。在全封闭状
态的载荷中，6种生物将被慢慢分解
成无害的有机物，永久封存在科普载
荷内部。

（相关报道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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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让市民更有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15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德勤亚太
区首席执行官辛迪·霍克。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向辛迪·霍克一行来渝表示欢迎。唐
良智说，当前，我们正遵照习近平主席对重
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发挥西部大开发的重
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联结点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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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重庆坚持推动高
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
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
革开放力度加大，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
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稳定在100亿美元

以上，在渝世界500强企业达到287家。
德勤是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为
大型企业、高成长企业、公共机构等客户提
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
咨询、税务及相关服务。希望双方在智能
化、金融科技和新零售等领域加强合作，推
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在重庆企
业的运用，支持德勤华西区总部及全球交

付中心做大做强，实现共赢发展。
辛迪·霍克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给予

德勤在渝发展的关心支持。她说，德勤华
西区总部及全球交付中心落户重庆四年多
来发展很快，已成为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
区最大的专业服务机构。重庆是一座有着
独特魅力的山水之城，区位优势突出，战略
地位重要，营商环境优良。德勤对重庆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未来将加大在渝布局
力度，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不断为重庆的发
展贡献力量。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曾顺福参加会
见。

唐良智会见德勤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辛迪·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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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自去年1月重庆
推行“马路办公”以来，
取消征收主城区路桥通
行费改革、“增绿添园”、
新增公共直饮水点、新
增公厕等民生实事推
进，获市民点赞

● 打好城市管理
攻坚战，除了在缓解停
车难、过街难、找路难、
休憩难问题上下功夫，
还将重点在治乱拆违、
街净巷洁、路平桥安、整
墙修面、灯明景靓、江清
水畅、城美山青七方面

“亮剑”

科普载荷内部的棉花种子成功发芽。 （重庆大学供图）

嫦娥四号科普载荷传回照片

重庆大学的棉花种子在月球上发芽了重庆大学的棉花种子在月球上发芽了
●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成功进行生物生长试验
●为人类今后建立月球基地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

新年伊始，市民和游客惊喜地发
现，重庆的夜景更美了，璀璨的灯光与
江水交相辉映，大桥、高楼、江岸、道路
在色彩缤纷的灯带装扮下，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古人吟诵的“万家灯火气如
虹”的重庆夜景呈现出新面貌。

重庆夜景变美，有着许多城市管理
者的心血。去年开始，我市对主城区

“两江四岸”堤岸灯饰进行了完善提升
工作，岁尾年初又参照国内外城市的经
验高标准建设迎春灯饰，使得重庆夜
景更加明艳动人。

流光溢彩的灯饰建设，不仅是重
庆积极打造“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缩影，也是我市全面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有力见证。

精心“绣花”
城市面貌出现三大变化

春节将至，江北区鸿恩寺社区曾婆婆家的阳台上挂
满了香肠腊肉。“灌香肠的猪肉是旁边的农贸市场买来
的，那里的肉菜新鲜，吃起来放心。”她说。

一年之前，鸿恩寺社区并没有农贸市场。曾婆婆回忆，
她刚搬到这个社区时，和邻居们走到最近的农贸市场要半个
小时。因为周边买菜的人多，小区附近自发形成了“马路市
场”，百余家游摊散贩占道经营，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虽然
相关部门进行过整治，但摊贩和城管人员打“游击战”，你来
我走，你走我回，整治效果不佳。

困扰鸿恩寺社区居民的占道经营问题就没法解决了吗？
去年初，江北区主要领导开展“马路办公”，现场研究解决方
案，现场选址建设市场。当年2月，鸿恩寺农贸市场正式投
运，摊贩们搬进了新建的市场经营，居民们的心病也消除了。

“马路办公”就是把办公室“搬到”马路上，开展马路巡
查，发现问题在一线；开展马路调研，研究问题在一线；开展
马路治理，解决问题在一线。它是各区县正视城市管理的薄
弱环节，向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宣战”的真实写照。

市城市管理局统计，自去年1月重庆推行“马路办公”以
来，当年1至11月，全市各区县领导开展“马路办公”1600多
次。

“‘马路办公’不仅改进了我市城市管理的工作作风，还
激发了城市管理的活力。”市城管局人士介绍，去年该局以

“马路办公”为抓手，对标“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要求，狠
下“绣花”功夫，全市城市管理出现三大变化——

（下转6版）

大
城
细
管

大
城
智
管

大
城
众
管

﹃
三
管
﹄
齐
下
攻
坚
城
市
管
理
难
题

本
报
记
者

廖
雪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