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农历新
春佳节将至。2月12日，市委、市政府召开
迎春座谈会，向老同志通报2017年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共商
发展大计，共话美好明天。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通报2017年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
政协主席王炯，市领导吴存荣、王赋、胡文容
出席会议。张文彬、甘宇平、陈之惠代表老
同志发言。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向出席座谈会的老同志和全市老
干部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陈敏
尔说，广大老同志政治站位高，思想觉悟高，
饱含着对党的忠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拥护，展现出良好精神状态，传
递着满满正能量，为全市干部群众作出了表
率。我们要始终铭记老同志们长期以来为
重庆改革发展付出的艰辛努力、作出的重要
贡献、奠定的坚实基础，不忘初心、不忘本
色，更好地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陈敏尔指出，2017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重庆发展
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过去一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
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
线，把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责任担
当起来、各项任务落实下去，全市政治大局
稳定、干群思想稳定、社会和谐稳定，各项事
业发展取得新业绩、呈现新气象。做好重庆
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沉甸甸的，信心是满满
的。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总书记“两
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要求，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
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坚决肃清孙政才恶
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拥抱新时代、践
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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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尔强调，老干部是党和人民事业
的功臣，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思想上高
度重视，政治上充分尊重，组织上全力保
障，生活上周到服务，用心用情把工作做
到老干部心坎上，让他们身心愉快、安享
晚年。希望各位老同志、老干部永葆政治
本色，继续发挥优势，关心关注重庆各项
事业发展，为我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贡献
智慧和力量。

老同志在发言中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对市委、市政府
工作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表
示，衷心爱戴习近平总书记，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离岗不离
党、退休不褪色，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出席座谈会的市级老同志还有：章必
果、张忠惠、张国忠、肖祖修、赵海渔、程贻
举、唐情林、辜文兴、童小平、陈雅棠、陈万
志、卢晓钟、于学信、张忠厚、余敏等。市级
机关部分离退休干部，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

市委市政府召开迎春座谈会
向老同志通报工作情况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通报情况 张轩王炯出席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帆 张珺）2月 12日，市委
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
对孙政才涉嫌犯罪提起公
诉的通报精神。会议强调，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精神上来，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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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班子成员，市高法院、市
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
同志，部分市级老领导参加
会议。

会上，大家结合学习中
办通报精神的认识和体会
纷纷发言。大家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决肃清孙政才恶
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
毒，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对
党忠诚老实，当好党内政治
生态的“护林员”，扎实做好
重庆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孙政才政治
野心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

“十个必须”条条触犯，“七
个有之”样样皆占，腐化堕
落、触犯法律，是党的十八
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问题严重突出、群众反映强
烈、占据重要岗位的腐败分
子典型，严重损害党的形
象，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严
重损害法律尊严，必须依法
予以严惩。对孙政才涉嫌
犯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充
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
党的根本要求和全面依法
治国的执政理念，充分体现
了我们党在党纪国法面前
人人平等、决不允许任何人
有任何特权的坚强意志。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始终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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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办通报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
根本政治规矩，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
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把“四个意识”转化为听党指挥、为党
尽责的实际行动。要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按法定权限、规则、
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造福于人民。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
在路上的勇气和决心，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大的工作力度，按照“十破十立”的
要求，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

市
委
常
委
会
召
开
扩
大
会
议

传
达
中
办
关
于
对
孙
政
才
涉
嫌
犯
罪
提
起
公
诉
的
通
报
精
神

陈
敏
尔
主
持
并
讲
话

2版刊登

唐良智在推动“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要过年了，“第一书记”们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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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2月12日电 （记者 李宣良 李国利）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0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
房，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
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加快
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风送暖，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
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某基地发射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射工位。
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观。习近平边听介绍，边看发射
场布局说明图，详细了解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问有关问题。工
作人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能齐全，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天
器，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点头称赞。不远处的二
号发射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务，按计划将于近日发射北斗三号
卫星。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
北斗三号卫星发射任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这里看望大家。看到习
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工位
上的官兵一一握手，同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志的科
研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山沟、献身航天，取得多项发明
专利，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
叮嘱大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牵挂，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
了部队，向官兵及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礁石，溅起浪
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通话，海岛环境能不能适应，
过年准备得怎么样……习近平问得很具体。

（下转2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
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月10日18时许，香港新界大
埔公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公交双层巴士失事侧翻，造成
19人死亡、60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采取应急
措施予以处置。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了解有关伤亡和救助情况，指示中央政府

驻香港联络办负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他对此次事故
遇难者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者的亲切慰问，并要求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力做好遇难者善后、受伤者救治及其家
属抚慰等工作。习近平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时开展有
关应急处置工作予以肯定。

李克强、张德江也请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转达哀悼和慰问。

习近平向香港大埔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
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新春佳
节即将来临，巴渝大地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2月12日，重庆市2018年春节团拜会在重庆
大剧院举行。市领导与我市各界人士代表
欢聚一堂共贺新春佳节。

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
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
院、重庆大学负责同志，驻渝部队军级单位
军政主官，部分老同志等出席。

团拜会邀请了民营企业代表，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胞、侨界
人士、劳动模范代表，英模、烈属代表，专家、
学者代表，科、教、文、卫、体代表，基层一线
公安干警、环卫工人出席。

陈敏尔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向所有关心支持
重庆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拜年，致以新年的美
好祝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美丽的

重庆蒸蒸日上，祝愿勤劳的重庆人民幸福安康！
陈敏尔说，过年是盘点旧岁的时刻。过

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新征程。一年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正确方向，全市上下以迎接和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推进工作，重庆各项事业发展呈现新
气象。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
结果，是各方全力支持、热情相助的结果，是
广大干部群众艰辛奋斗、持续努力的结果。

陈敏尔指出，过年也是谋划新年的时
刻。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的一年，我们
要坚决维护核心，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时
时处处事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做到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向总书记
看齐。我们要更加坚定信心，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
计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始终不忘
初心，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让全市人民的生活
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团结一心，重

整行装再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汇聚起新时代重庆发展的满满正能量！

陈敏尔、唐良智等同大家亲切握手，互
致新春祝福。团拜会上，大家观看了川剧
《江姐》，共同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大家表
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市委各部委、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级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在渝高等院校、中央在渝有
关单位、市管企业主要负责人。

重庆市2018年春节团拜会举行
陈敏尔致辞 唐良智主持 张轩王炯出席

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
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
福。这是习近平来到某基地发射场听取情况汇报。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南川区水江镇山水村“第一书记”

李红梅兑现承诺——

折腾近3年的烂尾路年前修通了

巫溪县尖山镇尖山村“第一

书记”陈进初巡查水管——

不能让村民下山背水过年

城口县沿河乡联坪村“第一书记”

王永超送学费——

“王书记给我们送来最好的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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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上千亿元，为重庆直辖以来
投资额最大的工业项目

紫光芯云产业城落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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