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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第四巡回指导组指导
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根据中央、
省委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安排部署，9月24日，市委集中开展
警示教育。市委书记、市长、市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陈训华强调，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初
心使命，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当好干事
创业的“带头人”，当好管党治党的“责任
人”，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奋力谱写新
时代富美安顺改革发展新篇章。

陈训华等市领导首先到市全面从
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认真观看典型案
例、听取案例讲解，接受警示教育。随
后召开警示教育会议，省委第四巡回指
导组组长潘立德、副组长杨昌儒出席，
陈训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
华昌、市委副书记吴刚平出席，市委常

委尹恒斌、刘彤、徐德祥、冯柏林，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和党组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
检察长参加会议。

会上，陈训华指出，从违纪违法案件
中可以看出，腐化堕落最根本的原因就
是政治信仰偏移、理想信念动摇，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蜕变，精神上“缺
钙”，得了“软骨病”。到警示教育基地开
展警示教育，就是要以案为鉴、以案为
戒、以案为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
增强纪律规矩意识，筑牢思想道徳防线，
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坚守入党初
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做到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补精神
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真正
炼就“金钢不坏之身”，确保不踩“红线”、
守住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

风险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
前立场坚定、初心不改、本色不变。

陈训华强调，政治纪律是党最根
本、最重要的纪律，是净化政治生态的
重要保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
始终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做到光明磊
落、表里如一，坚决杜绝我行我素、唯我
独尊，把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的要求
和市委的部署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抓落
实不打折扣，求实效不走过场，切实将
对党的忠诚之心，落实到一言一行、体
现在一点一滴。

陈训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免疫力，时时对照
《党章》，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党内法规，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和省委相关规定，以正视问题
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经常反躬自
省，主动检视自我，逐一査找自身存在的
问题，随时打扫思想的政治灰尘，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
识、纪律意识，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
道德境界，切实做到懂法纪、明规矩，知
敬畏、存戒惧，筑牢不可触碰的底线。各
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既
当好工作的领导者，又当好落实的执行
者、推动者，切实把主体责任落细落实；
要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凡是涉
及腐败问题的，决不姑息，一查到底；要
立标杆、当示范、作表率，以上率下，教育
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懂得知责必躬、
履责必实、担责必为、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真正把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
在肩上，确保管党治党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推动我市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新成效。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9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
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
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
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
自觉行动。要把握时代主题，引导人们
深刻认识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新
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要坚

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少
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
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会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是党
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
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持党
校姓党、从严治校、质量立校。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业
主课定位，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主要目标，发挥干
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

用，教育学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
认识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
性，落实好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加强对
实施《条例》的组织领导。各级党校（行
政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牢牢把
握党校姓党的办学原则，加强教学科研
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办学
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秋日的清风掠过大瀑布两岸的满山绿树，为
青山遍布的黄果树旅游区铺就了最靓丽的底色，
五彩缤纷的黄果树国家公园、唱响丰收之歌的屯
堡大地、百亩龙字田里稻浪滚滚……中秋小长假、
丰收节、“十一”黄金周，接踵而至的节日喜悦引
爆了黄果树金秋旅游的沸点，无边光景不仅丰富
了黄果树旅游的表情，更展现出安顺旅游的无限
生机。

1977年，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开始筹建；
1980年，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正式成立；
1999年，中共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工作委员会和贵

州省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2016年8月，黄果树旅游区正式挂牌成立；
……
一路风雨一路歌。

早在1977年前，黄果树瀑布仅是一瀑雄伟山水，
依靠她的磅礴壮丽，吸引黄果树周边的散客慕名观赏，
但并不被外人所知。经过40年来的大发展，黄果树景
区坚持生态优先，让石头满山变成绿树满山；坚持持续
升级，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服务
质量不断提高。

过去靠观赏“立命”、获取门票经济的黄果树景区
变成了今天的靠全域旅游取胜的黄果树旅游区，不断
取得了旅游收入节节攀升、旅游业态不断丰富、多元化
发展成效显著的喜人成绩。

绿色发展优先 促进生态建设融合

山东游客何周和黄果树结缘多年。1999年，他和
朋友们前来黄果树游玩。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下午
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
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中
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
提供了重要经验。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于志刚同
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再过几天，我
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目的是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人民推进国
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成就和经验，深入思考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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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9月24日，
“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会在我市举行。会前，市委书记、
市长、安顺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陈训华
会见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拥辉，安顺
军分区司令员李春虎，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杨茁参加会见。

陈训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安顺军
分区对宣讲团各位同志到安顺宣讲表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市退役军人工
作有关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关怀退役军人，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
作。广大退役军人曾经为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退役后继续保持和
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在
各自岗位上尽心尽力干事创业，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
来，我市退役军人积极支持改革发展，
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在各条战线特别是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涌现出“兵支书”等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陈训华说，报告团成员作为全国全

省退役军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先进事
迹既为安顺的退役军人树立了良好榜
样，也激励鼓舞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当前，安顺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
时期，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我们将从

“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的先进事迹中
汲取强大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尽锐出战、务求精
准,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安顺
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
退役军人服务管理保障工作，切实提升
全市退役军人工作质量和水平。

孙拥辉表示，报告团将通过巡回报
告充分展示退役军人永葆本色、奋发图
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在全社会营
造关心国防、尊重军人的良好氛围，激
励更多退役军人建功新时代。

陈训华会见“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成员

本报讯（记者 李丽莎） 9月24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
刚，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作批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李再勇讲话，副省长郭瑞民主持会议并传达批示。

孙志刚在批示中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

“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这一工作主线，结合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忧患意识，树牢
底线思维，全面排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隐患，进一步压
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狠抓工作落实，
扎实有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谌贻琴在批示中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要严格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
识，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盯紧看牢煤矿、危险化学
品和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
整改薄弱环节，把各种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落实主
体责任，压实监管责任，发扬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按照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绝不能出现丝毫
差错，对失职行为坚决追责问责；要通过全省上下齐抓共管、
共同努力，履行好重大政治责任，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
安全生产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要狠抓煤矿、危化品、公共
场所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管控工作，坚决防止和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责任，层层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为发展加固防火墙，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织好防护
网，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贵州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上，省安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应急厅厅长冯仕文就全
省安全生产形势进行通报。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江出席安顺分会场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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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华在市委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时强调

坚守初心使命 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
当好干事创业的“带头人”管党治党的“责任人”

潘立德杨昌儒出席会议 杨华昌吴刚平等参加

市领导到市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第二版）

“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走进安顺

（第二版）

市领导参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黄果树：

走好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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