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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出版
的第13期《求是》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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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牢牢把握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的根本任务，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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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确保
这次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
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
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
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
要时间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
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文章指出，要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
要求。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
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
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是一个相
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

全过程。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党对
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
政方面的基本要求。

文章指出，要加强对主题教育的领
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高
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督促指导，提高主题教育质量。宣
传舆论要发挥引导作用。要坚持两手抓两
促进，切实防止“两张皮”。要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
题。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记者 林晖）9059.4万名党
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
国共产党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

根据30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
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时的448.8万名党员，再到2018年底的9059.4万
名党员，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吸引力、凝聚力、战
斗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向党靠拢、申请入党，是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平均每年约有390万人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严把党员队伍“入
口关”，加强党员总量调控，近年来每年发展党员数量稳定在
200万人上下，党员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现有党员中，超过八成是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入党的，“80后、90后”党员超过总数三分之
一，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接近一半，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党员
质量不断提高。

专家表示，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既是党员发展工作的
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起点。9000多万名共产
党员接续奋斗、担当作为，必将奏响民族复兴更加壮丽的乐
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

本报讯 （记者 戴娟）根据市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排，6月25日、
26日，市政协主席王炯深入我市部分企业，
就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开展调研。

两天时间，王炯先后前往东方鑫源控
股有限公司、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千叶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华

宇集团有限公司和奥特斯科技（重庆）有
限公司、浪潮（重庆）云计算中心、华数机
器人有限公司、SK海力士半导体（重庆）
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工厂车间实验室等，
与一线员工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
了解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办事
难、维权难、创新难以及人才缺、负担重、

成本高”等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共同探寻
解决之道。

调研中，王炯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
市政协要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把开展主题教
育调研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在为民服务解难
题上下功夫求实效。企业是市场主体，是吸
纳就业主渠道，是社会财富创造者。要精准
有效开展好调研工作，通过调研既了解全市
上下按照中央和市委要求，积极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好变化、好经验、好做法，也注重从实
际出发， （下转3版）

王炯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时指出

推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6月 18日、
2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赴沙坪坝
区，围绕歌乐山中部片区水污染治理情况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研。

调研中，张轩先后前往慧远药业、新开
寺都市工业园区、新开寺桥沟河道、天池村

下天池水库和上天池水库、金刚村等地，实
地察看工业废水处理和烂田坝污水处理站
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
放和水库污染防治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
沙坪坝区政府、歌乐山镇政府相关工作情况
汇报及意见建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中小企业在歌

乐山中部片区落户。因生产工艺落后、长期
环保投入不足等原因，该片区排放的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严重影响了下游清水溪、跳蹬
河、梁滩河水环境质量和片区生态环境质
量。近年来，沙坪坝区将该片区纳入治污重
点，关迁部分企业，修建排污管网，全力推进
水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张轩说，水污染问题表象在水里、根子
在岸上。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推进
歌乐山片区建设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等问
题，注重长远，精准布局，统筹兼顾生态环境
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健康发展之间的
关系。

（下转3版）

张轩赴沙坪坝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时指出

精准细做好歌乐山片区水污染治理工作

不 忘 初 心 使 命
永 立 时 代 潮 头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

2版刊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
根本动力。7月1日，我们迎来中
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中国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决胜全面小
康，走向民族复兴，千秋伟业呼唤
每个共产党员坚守初心使命，书
写下新时代的新荣光。

98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
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人类
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让中
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
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
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个年头。70年披荆斩棘，70年
砥砺奋进，我们党把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答案，书写于神州大地的
沧桑巨变中，书写于亿万人民的
美好生活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变
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迎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今天，中国这个古老而又
现代的东方大国朝气蓬勃、气象
万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
现。

回首往昔，这是何其辉煌的
成就！展望未来，这是何其壮丽
的征程！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

今天，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正面
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
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
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方此之时，我们
更需以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以使命鼓舞奋发的斗志，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勇于战胜
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正在
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就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
最现实的使命担当，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
百年目标要开篇。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思想上来
一次升华、在精神上来一次洗礼，我们就能更好牢记初心
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努力把我
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筑
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要发扬革
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
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只要我们开新局于伟
大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自我革命，自觉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梦想
的步伐。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心。走过98年，我
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要永远保
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
赤子之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近14
亿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
航，胜利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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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版刊登“区县故事荟”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 29日，
“我爱重庆 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
摄影活动颁奖典礼暨视觉重庆（图库）（简称

“视觉重庆”）上线仪式，在重庆新闻传媒中
心举行。由重庆日报开发的重庆首套应用
型图片库——视觉重庆正式上线，将全面解
决全市各区县、各单位及摄影师工作中存在
的图片管理和传播问题，助力各区县开展宣
传及媒体融合发展工作。

“长期以来，重庆各区县、各单位及摄影
师在图片管理工作中，大多没有管理系统支
撑，造成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丢失。”视觉
重庆总监史宗伟说，重庆日报经过大量调研
发现，图片资源数量少、图片管理混乱、版权
纠纷等问题非常普遍，造成各区县的图片资
源很难形成联动效应。

面对上述现状，重庆日报结合多年图片
管理经验，历时一年，用全新的理念和技术

开发了重庆首套应用型图片库——视觉重
庆，并为38个区县（自治县）以及两江新区
和万盛经开区搭建了各地专属的图片总库。

视觉重庆秉承党报搭台、全网联动、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此，重庆日报
拿出创刊67年来保存的大量历史图片和新
近拍摄的与重庆相关的图片，携手38个区县
（自治县）以及两江新区和万盛经开区共建视
觉重庆，共享影像资源，并协同开展重庆历史
影像资源抢救性保护工作。 （下转3版）

让重庆影像力提升重庆影响力

视觉重庆（图库）正式上线

6 月 30 日，渝中区虎头岩，
市民和游客在虎头岩山城步道

“空中悬廊”游玩。
近年来，重庆市实施城市提

升行动计划，专门编制规划建
设山城步道。虎头岩山城步道
在山脊峭壁上悬空而建，是主
城区制高点之一，可以饱览山
景、江景和城市美景，吸引了不
少市民、游客观光体验。该步
道目前建成长度约 2.7 公里，方
便了周边3个社区约2万居民出
行和健身。像这样的山城步道，
在今后 3 年内，重庆主城还会再
建成17条。

记者 龙帆 摄

空中步道

新时代青年党员
不忘初心勇担当

4版刊登

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造像启动保护
修缮，表明大足开始了“一盘棋”谋划——

文物活化利用，
重庆怎样发力？

11版刊登“重报深度”

67年前的今天，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成
渝铁路是在党领导下，新中国自主建成的第
一条铁路。它不仅是一条交通大动脉，更是
一座彰显初心的丰碑。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派
出采访团队重走成渝铁路，挖掘史料，采访亲
历者，真实还原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
那一幕幕难忘的历史场景。

这座丰碑，昭示着永恒的精神，传递着强
大的力量，将激励着我们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接续奋斗，去实现伟大梦想！

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丰
碑 重走成渝铁路》，敬请关注。

（详见9、10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丰碑 重走成渝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