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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祖相

赴奉节县开展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主
任接待日活动。 （记者 颜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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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5日，市委宣讲团
成员走进市财政局、市科技局、重庆银
行、巫溪县、酉阳县，围绕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
重大意义、深刻领会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精神、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开
展宣讲。相关部门、企业和区县党员
干部聆听宣讲后表示，要紧紧围绕主
题教育的具体目标，把高标准树立起
来，把严要求落实下去；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本部门本单位本区县实际，对准目标，
积极推进，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市财政局：竭力将主题
教育成果转化为信念信心实
干实绩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常务副
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杰到市财政局
作主题教育宣讲。

“这次宣讲，为我们领悟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实现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提
供了方法指导。”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将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刻印在脑海里，把主题教育“十二字”
总要求和“五句话”目标落实到财政职
能履行中，用好的作风干事、拿好的实
绩说话，把为民服务、为国理财的初心

亮出来，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使命担
起来，实施好减税降费政策，加大民生
支出力度，提高预算管理绩效，集中心
力、精力、智力、体力干好财政的事情，
为重庆发挥“三个作用”贡献财政力量。

重庆银行：找准发力点、
实现新作为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薛竹走进重庆银行作主题教
育宣讲。

重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
表示，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契机，按照中央、市委的统一部
署和要求，紧密结合重庆银行实际，持
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贯彻落实。全行上下要深入贯彻落
实总书记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
实际，找准发力点、选准突破口，清单
化、项目化推动落实。要在服务实体
经济、服务脱贫攻坚、推进改革转型、
打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
方面实现新作为。

市科技局：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社会科学

院党组书记、院长唐青阳到市科技局
作主题教育宣讲。

宣讲结束后，市科技局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全面系统、内涵丰
富，对准确把握、深刻领会、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下一
步，全市科技系统将进一步加强理论
学习，切实抓好贯彻落实，结合科技创
新工作实际，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
研究，不断提高发现问题、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整改落实的自
觉性、坚定性，围绕创建国家（西部）科
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构建大科技工作
格局，积极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巫溪县：切实担起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任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曾维伦在巫溪县作主题教育宣
讲。

宣讲结束后，巫溪县广大党员干
部纷纷表示，要把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与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在“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上下真功、出真
力，力争在理论学习上有新收获，在工
作落实中有新效果；要立足巫溪实际，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脱
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积极想办法、出实招，
确保“2019年全县脱贫摘帽、2020年
解决剩余人口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切实担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任。

酉阳县：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好主题教育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研究室副
主任陈曦赴酉阳县作主题教育宣讲。

宣讲结束后，酉阳县委书记陈文
森表示，要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紧扣“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来一次理论大
学习、工作大落实，深入推动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确保实
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
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要用心用力做
起来，保持决战决胜姿态，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
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记者 张莎 周尤 张亦筑
李星婷 杨铌紫）

市委宣讲团成员赴相关部门、企业和区县宣讲

把高标准树立起来 把严要求落实下去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24日
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艺心向
党文艺汇演在市委党校（重庆行政
学院）举行。《我和我的祖国》《月光
下的舞步》等节目依次上演，为现
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文艺表演，
更为观众带来了一次精神洗礼、思
想启迪。

本次文艺汇演由重庆文化艺术
职业学院师生担纲，共上演了管乐合
奏《我和我的祖国》、《月光下的舞

步》、群舞《舞之年华》、六重唱《我们
的新时代》等7个涵盖音乐、舞蹈、戏
剧表演、艺术设计等门类的精彩节
目。

市委党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我市正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市委党校携手艺校
共同举办的这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艺心向党文艺汇演，既是一场文
艺表演、文化盛宴，更是一次精神洗

礼、思想启迪。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
公办综合性艺术类高职院校，举办艺
心向党文艺汇演，既是学校践行立德
树人、展示和检验教学成果的有效途
径，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履行“培根铸
魂”的应尽之责，更是主动作为，自觉
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举
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艺心向党文艺汇演在市委党校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周松）6月26日，
中意警务联合巡逻重庆站启动仪式
在重庆人民广场举行。来自意大利
的两名警员特罗伊希·米卡莱和法
尔恰多利·瓦莱里奥，将和重庆民警
一起在重庆开展为期10天的联合巡
逻。据悉，这是重庆警方与外国同
行首次在重庆本地举行联合警务巡
逻。

根据公安部和意大利内政部的安
排，6月24日至7月5日，意大利警方
第三次派8名警员来华，在北京、上
海、重庆、广州四个城市旅游景区与中
国公安民警共同开展联合巡逻。此次
有2名意大利警员来渝，重庆警方将选
出4名业务精通、英语和意大利语熟
练、综合素质高的民警与意大利警员组
成巡逻小组，共同巡逻。

联合巡逻小组将采取步巡、车巡相
结合的方式，在解放碑步行街、洪崖洞、
人民大礼堂、长江索道、磁器口古镇、南
山风景区、南滨路等重庆地标所在地以
及热门旅游景区和江北机场、轻轨2号
线、重庆西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联合
巡逻。

据了解，中意双方警员将在联巡中
交流警务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共同提
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加深理解和互信，
向中外游客展示过硬的警务素养和良
好的警察形象，为进一步深化两国执法
合作、促进中意人员往来、推动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根据中意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
今年9月，中方将第四次派员赴意大
利，与意方警员在意大利罗马、米兰等
4座城市开展联合巡逻，协助意方处
理与旅意中国公民和华人安全相关问
题。联巡期间，将设立专门面向华人
的报警热线，并走访当地华人华侨聚
集区、中资企业和机构，了解有关安全
情况及需求，保护在意中国公民和侨
民的安全。

重庆警方与外国同行首次在渝举行联合警务巡逻

本报讯 （记者 周松）6月26日
是第 32个国际禁毒日。当天上午，

“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暨重庆首
届“最美禁毒人”颁奖仪式在市文化宫
大剧院举行，由市禁毒委评选出的范南
兰、马亚美、彭晓波、雷红等10名在缉
毒、戒毒、预防、宣传、志愿服务等禁毒
岗位上贡献突出的先进个人获得了表
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出席，
并为首届“最美禁毒人”颁奖。

近年来全市各级禁毒部门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要
求，以“两打两控”、重点整治、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三项重点工作为抓手，持续将
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引向深入。2018
年全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700余

起，缴获各类毒品600余公斤，移送起
诉涉毒犯罪嫌疑人5800余人，判决涉
毒罪犯5197人。

刘强在集中宣传活动上指出，禁毒
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
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先后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将忠实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与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
争，推动我市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果。

市政协副主席徐代银出席颁奖仪
式。

重庆举行“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
刘强出席为首届“最美禁毒人”颁奖

本报讯 （记者 周松）6月26日，
中意警务联合巡逻重庆站启动仪式在
人民广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强，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代总领事
康达城出席启动仪式。

根据公安部和意大利内政部的安
排，6月24日至7月5日有2名意大利
警员来渝，重庆警方选出4名业务精
通、综合素质高的民警与意大利警员组
成巡逻小组，开展联合巡逻。

刘强指出，近年来中意两国关系
不断深化，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日趋紧密，重庆目前已成为
意大利公民来华旅游、工作、学习的重
要目的地城市之一，双方已在重庆举
行了“爱上解放碑——意大利文化节”

等系列活动，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了“重
庆文化周”系列活动，共享意大利文明
与巴渝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此基础
上，中意警方秉持“合作、创新、法治、
共赢”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共同开展
警务联合巡逻，取得积极务实的合作
成果。中意联合巡逻重庆站的启动，
是重庆警方与外国同行首次在本地举
行的联合警务巡逻，展示的是新时代
中国警察自信开放的执法形象，对于
增进中意两国警方情感，加强警务交
流，促进执法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和积
极作用。希望通过这次联合巡逻的开
展，为重庆警方与意大利警方执法合
作带来新机遇，更推动重庆和意大利
交往合作开启新篇章。

中意警务联合巡逻重庆站启动
刘强出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6月
26日，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在两江新区管委
会会见了京东集团副总裁闫小兵，双方
就共同推进京东超级体验店项目进行
了深入交流。

段成刚说，两江新区正努力成为
重庆发挥“三个作用”先行区示范区，
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

创新，着力打造大通道、大枢纽、大口
岸，努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力为落户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新区愿与京东集团携手共享发展机
遇。

闫小兵介绍了京东超级体验店项
目的有关情况，并表示两江新区产业基
础好、发展环境好，京东集团对两江新
区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段成刚会见京东集团副总裁闫小兵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共
中央组织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等有关部门文件要求，全
市拟推荐全国模范退役军人14名、全
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3个、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3名。现将拟推
荐对象予以公示。

一、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谢彬蓉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瓦

古乡扎甘洛村教学点支教老师
张国全 重庆联军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薛方全 民生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

韩庆芳 待业
崔连喜 重庆市巴南区军队离退

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离休干部
刘文彬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合

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
胡中富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高

坡村党支部书记
高万禄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

局上清寺派出所四级高级警长
张世福 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政

法委（信访办）政法委副书记、信访办主任
罗本才 重庆市万州区环境卫生

管理处镇乡科科长
钱 毅 重庆市钱江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圣知 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铜

鼓村党支部书记
周业伟 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纪检组副组长
田 丰 重庆战友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人
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重庆市军队转业干部培训中心
重庆市信访办公室接访处
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
三、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冉从宣 重庆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主任

文怀宇 重庆市长寿区军休服务
管理中心主任

唐忠芬 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社
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公示期间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可来
信或致电反映，反映情况必须实事求
是，明确具体，应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
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
件或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本公示
期限为3个工作日，从2019年6月26
日至2019年6月28日。

监督电话：023—88986969。
通讯地址：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思想权益处（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一路
1号），邮政编码：401147。

中共重庆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25日

重庆市拟推荐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模范个人对象公示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6 月
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瑞
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
总裁潘政民，见证瑞声科技与两江新区
管委会、市经济信息委、渝北区政府等
共同签署项目投资协议。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
敏尔书记，向潘政民一行表示欢迎。
唐良智说，全市上下正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对标对表“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要求，立
足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体
制优势，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希望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快推进瑞声科
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深化全方位
合作，继续加大在渝投资力度。市级

有关部门、两江新区和渝北区要为企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全力支
持企业加快发展。

潘政民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对瑞声
科技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重庆区位
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对双方合作
充满信心。瑞声科技将充分发挥自身
技术和产业优势，推进项目按计划落地
并尽快投产，吸引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
游优质企业，助推重庆智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

按照协议，瑞声科技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计划总投资8亿美元，拟将其全
球领先的WLG晶圆级玻璃非球面镜
片技术和生产布局重庆，建设汽车电
子、AIoT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光学
及精密传动高精密产品生产基地，达产
后将实现年产销规模100亿元。

市领导段成刚、熊雪等，瑞声科技
高级副总裁江南，市有关部门、有关区
负责人参加活动。

唐良智会见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执 行 董 事 兼 行 政 总 裁 潘 政 民
见证瑞声科技与两江新区管委会等共同签署投资协议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由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人民网·中国共产党
新闻网承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官网（http：//chuxin.peo-
ple.cn）近日正式上线，官方微信公众
号“学习大国”也同步推出。

主题教育官网、微信公众号聚焦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深入宣传党
中央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精神和部署
要求，及时反映主题教育进展成效和
社会反响，为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营造
良好氛围。

主题教育官网设置“权威发布”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权威指导”
“主题教育动态”“初心传承”“舆情反
响”6大板块10余个栏目以及互动专
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着力为广大党员
干部打造随时、随地、随身学习的移动
平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6月26日，中意警务联合巡逻重庆站启动仪式在人民广场举行。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6月
26日，2019年重庆“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渝州行”暨“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创建市级示范活动在中冶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举行。2018年度“全国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重庆区域集体、
2018年度“重庆市十佳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集体、2019年度“重庆市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报备集体代表等110余人
参加活动。

据了解，“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由
共青团中央、应急管理部联合发起，在
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一线青年集体
中创建，以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技能和促
进单位生产安全持续改进为目标，由活
动组织管理部门认定。2018年度，重
庆市共有7家集体成功创建“全国青年

安全生产示范岗”，10家集体成功创建
“重庆市十佳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
是全国第18个“安全生产月”，开展本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安全生产、青
年当先”的理念，激励引导广大青年职
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生产技
能，参与安全生产管理，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生产环境。

活动现场，2018年度“全国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集体中建二局西南分公
司重庆万达城项目部代表围绕创新攻
关、学技对标、文化培育、应急突击等方
面，分享了青年职工积极参与安全生产
工作的有关情况。来自中冶建工集团
钢构公司钢构厂的青年代表，向全市青
年职工发出了安全生产倡议。

我市 7 个集体荣获 2018 年度
“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