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27
日，我市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晋京项目工作总结表彰会，对重庆迪马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29个先进集体、
段胜峰等89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出席会议并讲
话。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
行和联欢活动中，重庆晋京项目“魅力
重庆”彩车、铜梁龙舞和大足鲤鱼灯舞
因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生动，受到
广泛赞誉。三个项目返渝后，在重庆人
民广场展示期间，吸引了大批自发前来

的市民及游客观看、合影。
张鸣指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坚强领导下，相关单位密切配
合、通力合作、苦干实干，圆满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他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
平总书记国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总结好成功经验、拓展好工作成
果，持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激发出来的
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等精神力量，转
化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推动重庆改革
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市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晋京项目工作总结表彰会

●11月29日上午，市域快线轨道交通璧铜
线开工活动在铜梁区举行，副市长陆克华出席活
动。全长37.5公里的璧铜线建成后，将实现渝
西地区的璧山区、铜梁区与重庆主城间的快速交
通转换。 （记者 王亚同）

政务简报

（上接1版）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接

受辞职事项，表决通过了市政府、市高法
院、市检察院人事任免事项。

张轩指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五届七次
全会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作出了具体部署，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要认真落实市委全会要
求，原原本本学习，深刻领会精神，结合
工作实际，结合履职要求，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市人大常委
会各项工作符合中央要求。

张轩要求，要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
条主线，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加深对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要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
工作，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在重庆充分体现发挥好人大作用；要
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全国人大对地方
立法工作的要求，使地方性法规更加有
效管用、制度规范更加完备协调，为谱写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庆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
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越，秘书
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陆克华、市监委有关
负责人、市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市检察院
检察长贺恒扬列席会议。

会后，陆克华就“重庆市‘两江四岸’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主题作了专题讲座。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饶桐语）11月29日，匈牙利爱国诗
人裴多菲·山道尔和爱人森戴丽·茱莉亚
雕塑落成暨捐赠仪式在鹅岭公园举行。

市政协副主席张玲出席仪式。
裴多菲·山道尔是匈牙利爱国诗人、

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有
《自由与爱情》，因“生命诚可贵，爱情价
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
而为人熟知。

匈牙利总理首席顾问苏契·盖佐说，
为庆祝匈牙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70周年，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和匈
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将雕塑捐赠给渝中
区人民政府，并立于重庆市鹅岭公园，象
征双方友谊不断深化。

当天，海南航空也在雕塑落成暨捐
赠仪式上宣布将于12月27日开通重庆
直飞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这将是重庆
首条直飞中东欧地区的航线。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雕塑在渝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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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任命
郑向东为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
二、任命
赵虹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庭庭长；
张泉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二庭庭长；
王法强、刘文飞、谢帮友、米阳、王

周瑜、张桦、廖晓莹、许鹏为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兵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龙彦林、谢平、陈洁婷、代英勋、刘
希、周映、姜蓓、吴学文、李菊霞、吴晓
伟、伏虹瑾、张晋鹏为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

毋向娟、刘非燕、杨尚海、胡玉婷、
杜抗洪、蒋乾巽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蓝晓蓉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
余合、蒋家富为重庆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长江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田忠曼、吴比、李春伟、邓筱茜、陈

聪、黎明、蒋晓亮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邹琳琳、胡相龙、李巍、李亚飞、蓝
燕、周绪鹏为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
员；

邹燕凌、陈萍、刘中华、胡传银、喻
岚、陈里、徐祯祯、朱秀芸、古卫爽、胡
成胜、李宝建、周礼丽、陈玮煌、董继
娣、李大盟、唐元元、赵赤为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员；

罗婷、崔志鑫、潘基俊、赵媛
媛、于武强、余友前、王岭、杨新慧
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
员；

曾小平、吴波、张文为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

张会苓、李毅磊、曹亮、何方为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员；

龙金连、万欣、肖恩为重庆市人民
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员；

兰选清、叶庭华、王方方、李璟
梅、薛启飞、师亮亮、喻婵、陈睿、徐旭
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
员。

三、决定免去
熊雪的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职务。
四、免去
赵虹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二庭庭长职务；
尹洁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汤君丽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张应洪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68号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市财
政局局长封毅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
作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
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了
市人民政府提出的2019年市级预算
调整方案，同意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结果报告中
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批准2019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69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 2019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废止下
列地方性法规：

一、《重庆市盐业管理条例》
（1999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 根据2000年11月24日重庆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重庆市盐业管
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02年1月21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关于取消或调整部分地方性法规设
定的行政审批等项目的决定》第二次
修正 根据2004年6月28日重庆市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关于取消部分地方性法规
中行政许可项目的决定》第三次修
正 2006年5月19日重庆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0年7月23日
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
201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中有关
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二、《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
（1999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通过 根据2002年1月21日重庆
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关于取消或调整部
分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审批等项
目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5
年9月2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
〈修改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的
决定》第二次修正）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重庆市盐业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对下列地
方性法规作出如下修改：

一、对《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作
出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
条例所称司法鉴定包括法医类鉴定、

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环境损害
鉴定以及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
其他鉴定事项。”

（二）将第二条第三款修改为：“本
条例所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指依法
经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从事前款规

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组织和人员。”
（三）将第十三条中的“物价部门”

修改为“发展改革部门”。
（四）删去第十四条第二项。
（五）将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的

“物价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

二、对《重庆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
法》作出修改

将第四条第一款中的“村民委员
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村民委员会
每届任期五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述两部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

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废止〈重庆市盐业管理条例〉

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于
2019年11月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1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7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第二十七条、《重庆市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
作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潘毅琴同志辞
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报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备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67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潘毅琴
同志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决定

（2019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

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于
2019 年 11月 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1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72号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11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纪委监委获
悉，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部署，市纪委监委机关与其
他成员单位一起，扎实推进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
成效。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求，
为开门搞整治，接受群众监督评判，
市纪委监委机关会同市扶贫办、市教
委、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住房
城乡建委、市水利局等部门公布第一
批成果。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市范围内
排查“两不愁三保障”发现的5155个
问题点，已完成100%。其中：因病、
因残、因厌学等辍学失学的924人已
全部接受义务教育；未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586人已全部参保；住房不安

全的3076户已全部改造。市委巡视
整改方案明确的175项整改任务已经
完成175项，完成率100%；巡视点到
的 29089 个项目化问题点已完成
29089个，完成率100%；2018年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确定的133项整改
任务已完成 122 项，完成率 91.7%。
全市未保障饮水安全的313户920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解决。
2019年，全市计划改造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3万户，
共落实补助资金7.77亿元。截至11
月 20 日，累计开工 38823 户，竣工
38258户。

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分类施
策推进精准保控。与去年相比，我市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减少2814人，
劝返复学成效明显。目前，全市义务

教育巩固率94.5%，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0.3%。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全年共拨付营养改
善计划资金8.67亿元，覆盖学校4632
所，受益学生168.8万人，实现了建卡
贫困户等五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食堂
供应午餐全覆盖。

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重点解
决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
难群体“脱保”“漏保”问题。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的重病、重残对象和贫困老年人、残
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1741户、
2823人新纳入低保；全市共新纳入低
保21738户41155人，退出不再符合
条件低保对象18757户34201人。

全力推动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
有保障突出问题。市卫生健康委联合

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等6部门印
发了《重庆市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
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实施方案》，大病
专项救治病种提前增加到30个，集中
救治5.8万人，救治进度99.98%；慢病
签约服务18.09万人，占需签约服务人
数的99.9%；重病兜底11.71万人，兜
底保障100%。认真落实“先诊疗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等便民政策，将农
村贫困人口医保目录外医疗费用比例
控制在10％以内，切实解决贫困人口

“看得起病”问题。全市各贫困区县未
达标村卫生室已全部达标，完成率
100%。73个无合格村医执业的村卫
生室已全部完成配备，完成率100%；
145个无全科医生的乡镇卫生院已有
99个配备，完成率68.3%，力争2020
年底前全部解决。

市纪委监委公布第一批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本报讯 11月29日，市委宣讲团
成员走进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
黔江区、市公安局、当代党员杂志社等
单位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广大党员干部听完宣讲后表示，要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
头维护制度权威，把制度自信转化为
政治自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把制度意识转化为执行能力，以扎
扎实实的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制
度优势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11月29日，按照中央和市委统一
部署，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胡文容在市委小礼堂为市委
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当代党员杂志
社干部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

胡文容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背景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全会《决定》作出的战略
部署、组织部门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中的使命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
释和深入解读。胡文容强调，组织部
门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检
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
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把学、
讲、做结合起来，更好地把组织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
实到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化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抓深抓实组织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加强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干部治理能
力和制度执行力，助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任均尚
听了宣讲后表示，将以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为强大动力，更加深入扎实地推
进主题教育，围绕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制度，不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
育成果。

11 月 29 日，市委宣讲团成员、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在市公
安局为公安民警宣讲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樊伟深入解读了全会
基本情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显著
优势以及全会《决定》作出的战略部
署等。

听完宣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总队出国境证件受理支队支队长杨
树说，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
神，持续加强“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简化群众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在全市出入境窗口推广应用手写签
名采集系统，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11月29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胡际权到黔江
区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胡际权从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等
五个方面，为黔江区党员干部进行了
深入解读。在黔江宣讲期间，胡际权
还深入企业，与员工们就加强党的领
导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等
话题进行交流。

黔江区国资委主任张珂表示，听

了宣讲，自己对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刻
的把握，黔江区国资国企将严格按照
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把党的领导融
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不断强化使命责
任担当，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

11月29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许洪斌到西南
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许洪斌围绕全会的重大意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决定》提出的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等作了深入
浅出的解读。

西南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黄承
志听了宣讲后表示，全会对弘扬科技
体制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等方面
的引导意义深远。“今后，我们将努力
搭建西南大学的创新体系，为早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市委宣讲团其他成员还分别前往
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司法
局、市水利局进行了宣讲。

（本报记者）

市委宣讲团成员赴各地各部门深入宣讲

提高站位狠抓落实 把学习宣传贯彻不断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