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版）

迎新年迎新年，，踏冬尾踏冬尾！！杀猪宴杀猪宴，，寻年味寻年味！！
“寻味乡愁”第十二站——走进西秀区东屯乡山屯村

（第五版）

●安顺新闻网网址：http://www.asxw.net ●投稿邮箱：asrbs@vip.163.com ●新闻热线：0851-38129899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 ●邮编：561000 ●广告热线：38181818 订报热线：38118969 ●值班总编：王瑜 值班主任：刘艳 本版责任编辑：杨代灿 校对:唐云霞 组版:陈红

安顺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2-0029

邮发代号：65-42

ANSHUN DAILY

2019年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十六
总第8137期 今日8版

阴 -1—4℃

1月21日 星期一

掌上安顺微信号掌上安顺APP 悦读帮 顺风耳

经 普 摸 家 底经 普 摸 家 底

服 务 我 和 你服 务 我 和 你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
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
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
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
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
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陪同考察河北雄安新区和北
京市并出席座谈会。

隆冬时节的华北大地，寒气袭人，
滴水成冰。1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分
别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和省长许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
鸿忠和市长张国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
同下，深入河北雄安新区、天津、北京，
实地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

16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仔细听取新
区总体规划、政策体系及建设情况介
绍，察看启动区城市设计征集成果模
型和即将启动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展示。他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
大计。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
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
性。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
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标杆。习近平通过大屏幕
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建设工地
现场，向施工人员挥手致意，称赞他
们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开路先锋，嘱咐
他们科学施工、注意安全、确保质量，
按期完成任务，并向他们及全国奋战
在一线的劳动者们致以亲切问候和
良好祝愿。

习近平随后步行来到政务服务中
心，察看服务窗口，了解雄安新区深化
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
工作情况。习近平充分肯定雄安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一枚印章管到底”
全贯通服务的做法。他指出，要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
用，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
准化、便利化水平，让群众少跑腿。在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部分进驻企业代
表围拢上来，习近平同他们亲切交
谈。他强调，建设雄安新区，需要大批
企业共同参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民营企业，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北京
企业，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只要符合新区产业发展规划，我们都
欢迎。希望广大企业抓住这个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雄安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率先启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
境整治。1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千年
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区域，乘车
穿行林区察看林木长势，并在秀林驿
站结合展板听取雄安新区生态建设总
体情况和“千年秀林”区域植树造林情
况介绍，登上二层平台远眺林区全貌，
对他们运用科学方法植树造林、运用
信息化手段管林护林的做法表示赞
赏。他强调，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

新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良好生态环
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千年
大计”，就要从“千年秀林”开始，努力
接续展开蓝绿交织、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优美画卷。他仔细询问参与造林
护林的村民工作和收入情况，叮嘱要
吸引当地农民积极参与，让农民从造
林护林中长久受益。

17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天津南开
大学考察调研。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
年，是一所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名
校。习近平参观了校史展览，详细了
解南开大学历史沿革、学科建设、人才
队伍、科研创新等情况。习近平指出，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
生的爱国情怀。高校党组织要把抓好
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
学治校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在现场的
部分院士、专家及中青年教师代表进
行了交流。他指出，专家型教师队伍
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按照省委要求,1
月20日,市委常委班子召开2018年度民主生
活会,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
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主题,联系
市委常委会工作,重点从思想政治、精神状态、
工作作风上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

市委书记曾永涛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市委常委出席会议。省委第四督导组组
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瑞军到会指导。

市委常委会对开好民主生活会高度重
视。会前,召开市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
会集中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相互开
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会上,曾永涛首先代表市委常委会通报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2018年巡视整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情况,代表市委常委班子作对照检
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训华和其他常委同志逐一进行对照
检查发言,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常委
同志的发言认识深刻,查摆严格,意见坦诚,达
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
目的。

曾永涛在总结讲话中就抓好抓实本次民
主生活会的整改落实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提高
政治站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牢牢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二是坚持问题
导向，着力压实整改责任。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措施，用整改倒
逼责任落实，切实做到建好清单抓整改、示范带动抓整改、统筹推进抓整改、深
挖根源抓整改。三是带头率先垂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强化政治担当，压实政治责
任，坚决纠正“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始终严于律己，筑牢反腐败斗争防
线，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是持续锐意
进取，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切实担起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重要责任，着力
担起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领导责任，勇于担起持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责
任，甘于担起为人民谋福祉的公仆责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贡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华昌列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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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省纪委省监委和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安顺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严格对标对表，坚决落实“两个维
护”，将依规依纪依法作为基本原则，把
实事求是作为生命线，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推动新
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提供坚强保证。

这一年，市纪委市监委忠实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全市共立案1367件，党纪政务
处分1412人。

这一年，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持续擦亮作风建设亮丽名片，全市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0起
12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7人。

这一年，主动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找准定位、积极作为，以铁的纪律护航
脱贫攻坚，扶贫民生领域共立案946
件，党纪政务处分968人。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持续保
持反腐高压态势

“安顺市镇宁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杜鹏接受审查调
查。”2018年4月2日，市纪委市监委网

站“审查调查”栏目再次更新。
这是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市纪委

市监委对外发布的首个党员干部接受
审查调查信息，也是市纪委市监委深
化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把全面从严
治党作为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的一个
重要成果。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段斌) 1月18日，
我市召开安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柏林主持
会议。

会议学习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加
快安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
展的意见；听取了相关县区和市有关
部门工作汇报，就安顺国家高新区火
炬统计联席会议制度进行讨论。

在详细听取汇报后，吴刚平指
出，加快推进安顺国家高新区建设刻
不容缓、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战略和
全局高度推动全市形成以高新技术
产业为引领的业态格局，为产业转型
升级注入强劲动力，确保高质量发
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省、市经济

工作会和市“两会”精神，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谋划发展，持续
推进安顺国家高新区建设取得更加
明显的成效，为奋力续写新时代富美
安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再立新功。

吴刚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
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切实
增强加快安顺国家高新区发展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苦干实干、顺势而为、
奋勇争先，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
奋力开拓创新，科学谋划园区建设，
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建好各类工作平
台，切实为加快推进安顺国家高新区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要积极
配合协同，聚焦“放管服”、财税和资
金支持、项目用地、机制建设、金融扶
持、招商统筹、人才引进、火炬统计等
各方面各领域工作，切实为安顺国家
高新区加快发展保驾护航。

安顺国家高新区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段斌) 1月19日，

市委书记曾永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集体学习研讨会，紧
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学
习研讨，进一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
真务实作风坚决把中央、省委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主席杨华
昌，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市委常委郭伟
谊、尹恒斌、项长权、徐德祥、黄家忠、
冯柏林、刘江，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
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
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
察长出席会议。

曾永涛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员干部提升理
论素养、增长各种本领的思想宝库，是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
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新时代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遵循，又
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建设的
思想引领；既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又是
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系统学、带着感情学、联系
实际学，注重学思践悟、融会贯通，不
断把学习引向深入，自觉将其作为立
身之本和行动指南。

曾永涛强调，要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努力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引

领者、实践者、推动者。要通过加强
学习，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深刻领会“两个维护”的重要意
义，准确把握“两个维护”的科学内
涵，引领推动“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曾永涛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纵深推进自我革命，
努力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敢于善于同自身
的一切缺点错误作坚决斗争，革除影
响健康肌体的“毒瘤”，在全面从严治
党中做对党绝对忠诚的表率、做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做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表率、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强的责任担当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
作，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

此次学习为期三天，采取个人自
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
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对《党的
十九大报告》、《党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的指示批
示精神等内容认真进行了自学。集体
研讨中，陈训华、赵贡桥、杨华昌、吴刚
平、郭伟谊、尹恒斌、项长权、徐德祥、
冯柏林、刘江分别围绕学习主题作研
讨发言，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
习体会，为开好2018年度市委常委会
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秘书，
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韩正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集体学习研讨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稳中求进 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安顺市纪委市监委

开创共建共治共享审判执行工作新局面开创共建共治共享审判执行工作新局面
——普定县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宗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