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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在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时强调

把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远韬） 11 月 23 日，市委中心组
集中全文学习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纪委报告和中共中
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市委书记陈坚主持学习并强调，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科学谋划，奋力作为，以十八大精神
为指引、为动力，切实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转化为
工作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市委副书记宫喜祥， 市委常委张应伟、 斯洪东、周
云、陈洪宛、山林、杨晓曼、赵贡桥及市委中心组其他成
员参加学习。
陈坚指出，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胡锦涛同
志作的报告集中了全党智慧， 反映了时代发展要求，体
现了全国人民心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中
纪委报告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经验，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反
腐倡廉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陈坚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
领会、准确把握十八大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
一体构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
任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保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
章修正案的新内容、新要求，中纪委报告提出的新思想、
新要求、新举措，把准确领会精神实质与科学分析我市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真正把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转化成为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致共识和实际行动，推动我市经
济社会跨越发展。
陈坚要求，要精心安排，认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
多形式、多渠道地组织开展学习宣传宣讲活动，在全市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 要加强
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
加强十八大精神的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主阵地
作用；加强十八大精神的宣讲解读，充分发挥宣讲团宣
讲主力军作用，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学习好、
宣传好、宣讲好、落实好十八大精神，让十八大精神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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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心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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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起点 新机遇 新动力 新要求
□余心声

一
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殷切期
望， 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
命，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进军号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巨轮，正鼓满风帆、稳舵前行，驶
向更为光明的未来……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热潮中，省委十一届二
次全会隆重召开。 全会汇聚全省
智慧，集中解决了“十八大精神
学什么怎么学”、“后发赶超之路
怎么走”，“同步小康怎么干”等
重大问题，开启了贵州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为我省‘加速
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确立
了新的起点，为‘科学发展、后发
赶超、 同步小康’ 创造了新的机
遇，为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
济洼地’提供了新的动力，为解放
思想、改革开放、统筹协调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 ”全会上，

省委主要领导这一深情而深刻的
话语，令每位与会同志倍感振奋，
令全省各族人民倍受鼓舞。
新起点、新机遇、新动力、新
要求， 托起了贵州儿女的新希
望！ 贵州以全新的姿态再启程、
再奋进。

二
新起点， 源于对历史方位
的准确研判。
起点， 既是时间上的整装
待发， 又是空间上的全新谋划。
新起点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 当
下贵州，正处在科学发展、后发
赶超、 同步小康的历史新起点
上。
这是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起
点。 这一阶段，我国处在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贵
州踏上了赶超跨越的决胜征程。
党的十八大承前启后、 继往开
来， 昭示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前进等
重大问题，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 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提供了组织保障。 省委十一届二
次全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为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
社会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
这是贵州进一步形成共
识、凝聚力量、更新观念的新起
点。 越是后发地区，越需要加速
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越是
后发地区，越需要强力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越是后发地区，越需
要坚持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越
是后发地区， 越需要强化交通、
水利、 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越
是后发地区，越需要坚持改善民
生；越是后发地区，越需要高举
发展团结奋斗的旗帜，加强发展
型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这些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观念
创新的新起点，唯有在此基础上
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

武警安顺支队欢送退伍老战士
本报讯 （记者 徐昕） 11
月 23 日晚， 武警安顺市支队欢
送退伍老战士大会在安顺电视
台演播大厅举行。
市委副书记宫喜祥，市委常
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曼，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卫华，副市
长罗荣彬出席大会。武警安顺市
支队政委蒲志刚致辞。
欢送大会上， 宫喜祥首先
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为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武

警老战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向战斗在执勤处
突、 反恐维稳一线的武警官兵
表示亲切慰问。 他说，几年来，
全市广大武警官兵始终牢记党
和人民的嘱托， 认真履行一个
“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认真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刻苦学
习， 忠实履行武警战士的光荣
使命。武警战士爱党卫国、奉献
忠诚、爱警习武、建功成才、居
安思危，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上一线、打头阵、当先锋。 广大
武警官兵冲锋陷阵打击罪犯，
舍生忘死抢险救灾， 圆满完成
了以执勤和处突事件为中心的
各项任务，为安顺的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宫喜祥希望退伍老战士返
乡后要把部队的好思想、 好作
风、 好传统带到地方建设的各
条战线， 积极投身到建设可持
续发展、 共创和谐社会的伟大
洪流中去。

陈坚在安顺历史街区规划专题会议上强调

将历史街区打造成永恒的经典
本报讯（记者 胡远韬） 11 月 22 日，我市召开会
议，专题听取《安顺历史街区中华东路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初步概念性方案》情况汇报。 市委书记陈坚在会上
强调，要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契机，加快
推进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历史、
传承历史的原则，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将街区保护、开
发、利用、共享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定位、合理布局、有序
推进， 努力将历史街区建成一个展示安顺浓郁文化氛
围、厚重历史印记、鲜明地域特色的新平台，打造成我市
历史文化核心区，打造成永恒的经典。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山林，市委
常委、西秀区区委书记罗建强，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杨晓曼出席会议。
会上，规划编制单位从项目背景、规划理念、建筑风格
等方面，系统汇报了历史街区中华东路地块规划情况。 据
悉，历史街区的规划建设将依托我市地域、文化等特色优
势，拟以民国遗风、孔孟之道为两大主题板块，通过老建筑
的穿插、传统戏剧的演绎、老安顺故事的回忆等元素，从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方面充分展示一个集文化、旅
游、商业为一体的区域，在传承和发展我市文化的同时，让
现代气息融入传统文化，促进历史街区与现代商业区风貌
的有机协调。
陈坚指出， 传承历史文化是城市生命的延续，历
史街区承载着安顺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党的十
八大响亮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历史街区的
规划建设，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一项具
体举措。 全市上下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对历
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坚
定信心，苦干实干，深入挖掘安顺独有的、不可复制的历
史文化，将散流的文化集中起来，通过文化符号还原历
史片段，完整、真实地再现老安顺记忆，努力将历史街区
中华东路地块打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双重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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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贵州才能真正“破茧成
蝶”、一路高歌猛进。
新起点上，我们检视过去，
总结经验。 贵州在奋力赶超的冲
锋号下，思路明，举措实，坚持不
懈地奋力追、全力赶、努力超，保
持了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强劲
势头。
新起点上，我们着眼未来，
认准目标。“科学发展” 迈开大
步，“后发赶超”铿锵开局，“同步
小康”踏上征程。 乘势而上，攀越
高峰，我们正当其时。

三
新机遇，源于对时代发展的
全面把握。
机遇令人心动， 催人行动。
当前，我省内外机遇聚合，双重
优势凸显。 只有认清机遇、抓住
机遇、用好机遇，我们才能赢得
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纵观世界风云和时代大势，
我们仍处在本世纪重要战略机
遇期的第二个十年。 西部大开发
战略深入推进，今年国发 2 号文

件深入实施，政策效应正在逐步
显现。 全国各地看好贵州，东部
地区产业加速转移贵州，为我们
扩大开放、借力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贵州发展活力迸发。 全省人
均 GDP 今年可望突破 3000 美
元，已进入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
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
蕴藏着强劲的发展动力。 抓住契
机、顺势而为，保护好、引导好、
发展好干部群众持续向好的精
神面貌、 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
我省就能迎来一个较长的高速
发展期。
贵州比较优势显现。 随着交
通基础设施加快改善，作为西南
重要陆路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
日益突显。 能源、矿产、生物资源
丰富，劳动力等要素充分，为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原材料精深
加工提供了重要基础。 山清水
秀、生态良好、气候宜人、文化多
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下转 3 版）

省考评组检查我市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洪文洁）
11 月 22、23 日，由省农委副
巡视员景亚翔率队的省食品
安全工作考评组到我市，对
我市食品安全工作进行考评
检查。 副市长张富杰出席我市
汇报会。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一步做
好食品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等
工作； 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
齐抓共管，统筹做好节假日期
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同时，
开展了面条专项整治活动、
“地沟油”联合清查行动等，严
厉打击无证无照生产、使用不
合格原料生产、违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

违法行为； 深入开展农产品、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不
断加强食品生产、流通、餐饮
服务环节监管工作，不断规范
生猪屠宰管理和酒类流通工
作秩序，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
及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做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
粮油收储监管工作等，使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取得实效。
省食品安全工作考评组
听取了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情
况汇报、 就相关资料进行了
查阅， 并深入到贵州草原颂
食品有限公司、 黄瀑肉类加
工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超市
等食品生产、 流通企业进行
现场检查， 仔细询问食品生
产、台账等情况。

阴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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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成本”
有哪些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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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进行
歼 -15 起降训练
>>6

再见吧 战友
11 月 24 日，安顺市消防支队退伍老
兵举行向警营告别仪式， 服役期满的老
兵在留恋与不舍中泪别战友，光荣退伍。
□记者 卢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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