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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
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通知》强调，在全国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
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
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各地
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
署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
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场攻坚仗。

《通知》明确了这次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通
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当前涉黑
涉恶问题新动向，切实把专项治理
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
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
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
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
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
效机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通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
导、发挥政治优势；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综合治理、
齐抓共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
小；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通知》强调，要聚焦涉黑涉恶
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
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要坚持依法严
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始终保持
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
压态势。政法各机关要进一步明确
政策法律界限，统一执法思想，加强

协调配合，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
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
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要依
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综合运用追缴、没收、判处财产
刑以及行政罚款等多种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要主动适应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
案件都办成铁案。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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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将于
1月 25日上午9时 30分在市人民大礼堂

开幕，届时，重庆电视台、华龙网、上游新闻
等9家媒体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今日上午开幕

重庆电视台华龙网上游新闻等9家媒体将现场直播开幕会

2018重庆两会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24日，市政协五届一次会
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炯主持会

议。
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政协重庆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大会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

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小组组长名
单、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
单。会议还通过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秘书处工作机构及职责，通过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大会提案截止时间。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宋爱荣、
陈贵云、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徐代银、王新强出席
会议。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24日，市政协五届一次
会议预备会议在市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会议由四届市政

协主席徐松南主持。
会议听取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

备工作报告（书面）；通过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议程、日程；通过了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政
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市政协党组书记王炯，四届市政协领导刘光磊、燕
平、宋爱荣、杨天怡、陈贵云、张玲、周克勤、李建春，秘书
长秦敏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月23至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
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来渝调研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顾
秀莲指出，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紧密结合，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落地见效。

在渝期间，顾秀莲一行走进綦江区文龙小学，视察了中国关工
委援建该校的春苗营养厨房、少年硅谷和学校开办的校园开心农场
等项目的发展情况。

在开心农场里，顾秀莲亲切地询问正在开展劳动课学习的小朋
友们，当看到同学们掌握了丰富的蔬菜栽培知识时，顾秀莲非常高
兴。在少年硅谷实践操作区，顾秀莲看到小朋友们正在专注地玩四
驱轨道车比赛时，十分关心地问起孩子们学习科技知识的相关情
况，当听到文龙小学的少年科技活动在全国比赛中获奖时，她提倡
学校要开展更多的科技学习教育活动，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兴
趣，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随后，顾秀莲一行又来到沙坪坝
区滨江小学，观看了老少书画、乱针绣、德育剧、童声合唱、厨艺课等
一个个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她勉励孩子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学
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做个好公民。 （下转2版）

顾秀莲在渝调研时指出

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落地见效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24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精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出席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
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改革部署。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做到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党中央对改革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
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
革命。要把握改革重点，对标中央部署，坚
持问题导向，服务发展大局，把改革的精神、
改革的举措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
过程，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
项行动计划”，把改革的效果体现在推动发
展上。要抓好工作落实，加强改革督察，主
动出击、贴身紧逼，精准发力、善作善成，确

保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要
求，扎实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要始终坚持
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决肃清孙政才恶
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要自觉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强工作预见
性主动性，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
平，更好地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切
实履行好职责使命，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第
一位，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各级党委要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

都要硬，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支持
政法各单位依法履行职能，为做好新时代政
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
真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部署，开创重庆统
战工作新局面。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准确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充
分凝聚各方共识、调动各方力量、发挥各方
作用。要认真落实新时代统战工作重点任
务，围绕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充分发挥统战
成员智慧，凝聚起推动重庆改革发展的磅礴
力量。要切实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
导，推进统战系统自身建设，构建大统战工
作格局。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
1月26日召开。1月24日，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与期盼，
参加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陆续抵达住地宾馆报到。

记者在报到住地看到，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办理着
代表报到手续。一些代表仔细翻阅会议资料，聚在一起
交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还有不少代表赶到房间
抓紧修改自己的建议，以便更好履职尽责。

市人大代表、江津区白沙镇党委书记黄丁表示，这次参
会他最关心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等热点话题。他说，白沙既是全国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镇，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特色小镇，在这些领域积累
了一些经验，但仍需要不断提升。这次他将围绕深入推进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
提出建议，希望未来把白沙建设成为产业特色明显、城市功
能完善的文化重镇和产城融合示范小城市。

市人大代表、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制造工
程计划调度员陈祥芬是第二次当选，抵达住地后便赶到房间
埋头完善建议。她告诉记者，这次带来的建议内容主要是关
爱留守儿童和有效激发民间的创新动能。“再次当选市人大
代表，我一定要更充分反映民声民情，更好地为群众代言。”

来参会前，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北碚区静观镇花
园村村民吕双燕做了不少功课，调研了静观不少花卉基
地。她告诉记者，准备就打造静观花卉之乡“升级版”，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提出相关建议，同时还希望能向其他
有经验的代表交流学习，多取点经。

代表们表示，将保持饱满精神状态，严格遵守会风
会纪，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好会、履好职，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描绘新时代重庆发展
的美好蓝图。

肩负重托履职尽责 共绘新时代美好蓝图

参加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陆续报到

24版刊登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市
人
大
代
表
陆
续
前
往
住
地
报
到
。

记
者

罗
斌

摄

209件议案5642件建议促发展惠民生
——市四届人大重点工作综述之三

在履职为民中彰显政协情怀
——四届市政协重点工作综述之三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议程、主席团名
单、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名单、秘书长名单、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副秘书长名单

当好政协委员 我履职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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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
一字之变有何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