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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27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赴重庆大学调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召开全市
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他强
调，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思政
课教师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思政课改
革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主持座谈会，市领导
张鸣、王赋、胡文容，重庆大学主要负责人参
加。

陈敏尔听取全市高校主题教育开展和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情况汇报。座谈会
上，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
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四川美术
学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南开中学和南
岸区珊瑚小学的校党委书记和思政课教师代
表争相发言。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就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理论教育、提高思政
课实效等，谈体会、提建议。陈敏尔不时插
话，同大家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系列
重要指示。今年3月，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就如何办好新时代思政课提出明确要
求。我们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领会办好思政
课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办好思政课是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是维
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应有之义。当前，全市上下正喜迎
新中国70华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要抓住
这一契机，引导全市青少年坚定“四个自信”，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之中。

陈敏尔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
在教师。广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要做到政治强，坚守政治信仰，担当起学
生健康成长引路人的责任。做到情怀深，以

深沉的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塑造
学生的品格、品行、品位。做到思维新，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科学的思维
方法。做到视野广，拓宽知识视野、国际视
野、历史视野，在循循善诱中启迪心智，在润物
无声中传播真理。做到自律严，用知行合一、
表里如一的言传身教传递正能量。做到人格
正，用人格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

陈敏尔指出，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打
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思政

“金课”。要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突出政治
引导、价值观塑造，让学生更加坚定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性，注重
启发式教育，把学生关注的、有疑惑的问题讲
清楚、讲透彻。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把深刻
的思想、深奥的道理转化为鲜活的故事、生动
的事例，让学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增强思
政课的针对性，把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结合
起来，把传统课堂与网络课堂结合起来，把思
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更好地满
足学生发展需求。

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

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
服务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大力支
持。要强化学校主体责任，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要主动抓思政课建设，亲自上思政课。要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引导思政课教师增强
荣誉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要推
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挥立德树人协同效
应。要凝聚工作合力，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
门一起办好思政课。

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
贯彻党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不断把主题教
育引向深入。要紧扣主题主线，深学笃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
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要强化分类指
导，围绕中心任务突出主题教育侧重点，不能
搞“一刀切”。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奔着问
题去、盯着问题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坚持开门抓教育，让广大师生切实感
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部分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学校思政课教
师代表，市委有关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全市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27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了来渝出席市
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四届年会的嘉
宾。

年会执行主席、ENGIE集团荣誉主席热
拉尔·梅斯特雷，年会主席、三井住友银行董
事长宫田孝一，市长顾问团成员、顾问代表，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潘

毅琴、李波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

各位嘉宾来渝出席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

议第十四届年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重庆
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说，本届年会恰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机特殊，意

义重大。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亲临重庆视
察指导，要求重庆努力发挥“三个作用”，赋
予重庆新的重大使命。我们全面贯彻习近
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
化创新，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出海出境大通道建
设，持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

（下转3版）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出席市长国际经济
顾问团会议第十四届年会嘉宾

本报讯 新中国即将迎来 70华
诞。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轩，市政协主席王炯等市领导分别走访
慰问我市先进模范代表，向他们致以崇
高敬意，送上节日祝福。

95 岁高龄的老党员郭德贤是
“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新中国70
华诞之际，郭老荣获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陈敏尔来到
老人休养的病房看望，为她颁发奖
章。房间里，摆放着老人最爱看的《红
岩》等革命历史书籍。陈敏尔与她促
膝交谈、嘘寒问暖，询问郭老健康和生
活情况。老人精神矍铄，交谈中不时
回忆起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陈敏尔
动情地说，您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体
现了对党的无比热爱、对事业的无比
忠诚。老一辈革命者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要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认真学习他们的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
更好地为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努力奋
斗。中国工程院院士鲜学福刚刚荣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
号。陈敏尔走进重庆大学，看望正在
实验室带领学生开展科研的鲜老，为
他颁发奖章。鲜学福的办公室里，一
份份科研笔记、一项项科研成果，承载
着老人数十年潜心科研的奋斗历程。
从教至今，他培养的许多博士和硕士，
已成为相关领域学术带头人。陈敏尔
称赞鲜老不仅成果丰硕，更是桃李满
天下，感谢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祝他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看望中，陈敏尔
叮嘱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关心照顾好
先进模范，帮助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
的困难和问题。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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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杨维汉 王琦）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
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
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
园，共创美好未来。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大会首先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

人，665个模范集体、812个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

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颁奖。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全国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向关心和支持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7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
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
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
70年沧海桑田、波澜壮阔，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
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历史性巨变。

习近平强调，70年的成就值得自豪，70年的经验尤须铭
记。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
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
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
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
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
国的历史。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李克强主持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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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等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
表颁奖。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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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长风破浪会有时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9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逝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唁电，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希拉克前总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法国政府和人民、向希拉克前总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希拉克前总统是享誉世界的政治
家和战略家，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为中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中欧全面友好合作、促进东西方文

明交流互鉴、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法国和法国人民的
重大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发展，愿同马克龙总统
共同努力，不断谱写中法友好合作新篇章。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希拉克前总统逝世向法国总
理菲利普致唁电，表示沉痛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逝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唁电
李克强向法国总理菲利普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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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万岁 重庆真美
——重庆灯光秀点燃爱国情

“纪念章同样属于歌乐山上
牺牲的全体革命志士”
——探访白公馆脱险志士郭德贤

重庆大学生思政课
作业里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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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与长安公司主要负责人接受本报专访

全方位增强长安福特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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