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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1月7日全天召开会议，听取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
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定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各种风险
挑战，我们都能够笃定前行，从根本上讲就
是牢牢把住了党的领导这一条，就是因为党
中央有权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健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
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每年听

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
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就是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的重要内容，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使之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职尽责，切实加强党组
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履职尽责，在推动党
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把党的领导体现到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
凝心聚力、担当作为，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
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巩固深化“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一以贯之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要
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工作安排，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邹伟 罗争光
王琦 王子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
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全体党员、
干部的终身课题。

从初夏到冬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部署
推动和率先垂范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这场严肃而深刻
的党性洗礼，时机选择正确，主题突
出，特点鲜明，取得重大成果，在全
党上下激荡，在神州大地回响。

“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
部内心深处铸牢、在思想深处扎
根”。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
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当表率、作示
范，并对全党始终守初心、担使命提
出要求。

收官不收兵，永远在路上。
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制度”写入中央全会决定，更将初心
使命铭刻于灵魂深处。风华正茂的
百年大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
发展，不断凝聚起引领中华民族迈
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以上率下 率先垂范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精
心谋划精准指导，推动主
题教育在全党上下有序展
开、步步深入

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需
要荡涤灵魂的党性锤炼。

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
中，我们党总是坚持根据形势和任
务的新变化、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
的新要求，在全党开展集中教育，不
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战
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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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
题教育，正当其时。”

2019年5月31日，在京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主题教育
作出全面部署。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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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以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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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洁作表率为具体目标，这样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靠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每一个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
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

6月24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发出号召。

如潮涌，似风雷。这场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设计、亲
自动员部署、亲自领导推动的党的集中教育，一经拉开恢弘大
幕，在全党上下迅速展开。

外媒评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8年之际开展主题教
育，正是希望让所有党员明白，只有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一信念深深扎根心中，才能经得起长期执政考验。

7月中旬，内蒙古水草丰美、翠色流淌。
为推动主题教育更好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进

行调研指导。
“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

“抓组织领导到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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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1月6日至7日，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赴重庆涪
陵、彭水、黔江等地，实地走访农户、考察企
业、察看产业基地发展情况，就长江禁捕、生
猪保供、产业扶贫等问题与基层群众、业主、
基层干部交流意见。他强调，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农民增收是全面
小康的基本要求，各地在加快农业产业发展
过程中，要注重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
结合，建好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农户脱
贫增收。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陪同调研。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永驻社区退捕渔民
谭明冬家里，韩长赋与退捕渔民促膝长谈，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当地退捕情
况。韩长赋说，此次长江禁捕是史上最长的
一次，也是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举措，广大渔民退捕，为生态环境的改善

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各地一定要切实
解决好退捕渔民的生产生活难题，让渔民们
安心过上新的生活。

近年来，涪陵榨菜、彭水苕粉、黔江羊肚
菌等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当地农户脱贫增收
的重要支撑。韩长赋来到涪陵榨菜集团数

字化生产车间、涪陵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彭水县龙须晶丝苕粉公司、黔江水田乡羊肚
菌种植基地，以及黔江郁山镇贫困户李潘生
家里，详细了解当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尤
其是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等情况。

（下转2版）

韩长赋在重庆调研时强调

产业发展要建好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更多农户脱贫增收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1月11日至15日举行

主要任务有7项 有选举议程

3版刊登

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
将于1月10日至14日召开

安排8项议程 将增选市政协
五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2版刊登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脱贫攻
坚已到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1月
7日，市委书记陈敏尔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和视察
重庆重要指示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
定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市领导王赋、李明清参加。
冬日的中益乡，阳光明媚，山腰处“总书

记来了咱家乡 我更要努力奔小康”的标语
格外醒目。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益乡看望乡亲们，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乡亲们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脱贫
攻坚战场上感恩奋进、顽强作战。坪坝村向
家坝院落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推进扶贫
开发和乡村振兴，着力打造“甜蜜坪坝、孝善
向家”，乡村旅游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新路
子。沿着整洁的乡村小道，陈敏尔走进院
坝，了解脱贫攻坚的新举措新成效。目前，
中益乡“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已100%解
决，扶贫政策100%落实，脱贫攻坚质量显著
提升，陈敏尔听了很高兴。他说，在总书记
的关怀激励下，中益乡脱贫攻坚跑出了加速
度、干出了高质量。提高脱贫攻坚质量，要
在产业发展提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贫困
群众精气神提振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取得更
多实实在在的成效。

华溪村贫困户谭登周家依然贴着“共产
党好”的春联，堂屋内挂着总书记到他家看
望时的照片。陈敏尔屋内屋外细细察看，关
切询问老两口身体状况、医疗保障、收入
等。卧室里，床上铺着厚厚的红色棉被。老
谭夫妇拉着陈书记的手说：“这是总书记送
给我们的，盖起来好热和哟！”陈敏尔祝他们
的生活像红色被子一样，红红火火，越来越
好。已脱贫老党员马培清，经常回想总书记
在她家院坝里和乡亲们拉家常的情景，总书
记温暖的话语她仍清晰记得。陈敏尔向她
致以新年问候，了解她家生活的新变化。马
培清说：“总书记的牵挂，让乡亲们充满了干
劲。我们感恩总书记，感谢共产党，一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奔着好日子努力往前跑。”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长远之计、根本
之策。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深度参与产业
扶贫，帮助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陈敏尔来
到这里，询问产业扶贫举措，了解合作社与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得知“谭妹子”系列产
品市场不断拓展，实现销售不愁，更多贫困
户从中受益，陈敏尔为他们点赞，希望加强
品种、品质、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
值。石柱农村电商运营中心依托邮政服务
网络，打造高效物流配送体系。陈敏尔与快
递小哥交流，询问配送方式、辐射范围和收
入水平，鼓励他把工作干得更出色。企业负
责人介绍，中心2019年农产品上行数量首
次超过下行，电商真正为特色农产品飞出大
山插上了“翅膀”。陈敏尔指出，要积极推动
农业“接二连三”，抓好农村电商发展，让农
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陈敏尔在调研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脱
贫攻坚念兹在兹、亲力亲为、领战督战，去年
4月亲临重庆视察指导并召开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为我们打好脱贫
攻坚战指明了方向、注入强大动力。今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全市上下要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
重要指示要求，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尽
锐出战、攻坚克难，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
任务，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广大
贫困群众同全市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要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聚焦“四个
深度发力”，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持续
提升脱贫攻坚质量。要以中央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为
契机，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坚决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
不到位不罢休。要着力巩固脱贫成果，建立
防止返贫长效机制，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各级干部要进一步鼓足干劲、
再接再厉，团结带领广大群众连续奋战、合
力攻坚，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赴石柱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时强调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1月7日，重庆西站，重庆客运段动车四队乘
务员正在进行服务礼仪培训。春运临近，重庆客
运段组织动车组乘务员开展各类培训、应急技能
演练等，以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确保春运期间
平稳安全有序。

记者 龙帆 摄

备战春运
苦练基本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5月1日起施行

拖欠农民工工资逾期不付
将加付五成以上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