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红飘带
——从革命长征路到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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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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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第一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评估工
作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意见》精神，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条主线，聚焦主题教育目标
任务和重点措施，扎实做好第一批主
题教育评估工作。

通知指出，开展主题教育评估工
作，是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的具体举措，是坚持开
门搞教育、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
生动实践，是总结主题教育经验、检验
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手段。要紧扣抓

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
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的要
求，把过程评估同结果评估结合起
来，坚持由群众来评价、实践来检验，
特别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
衡量标准，确保评估结果客观真实。

通知要求，评估工作主要由中央
指导组、各省区市各行业系统巡回指
导组具体组织实施，从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组织领
导等方面，在日常督促指导、掌握实
际情况基础上，通过广泛听取意见、
开展随机测评等方式，了解党员、群
众评价，进行综合研判，作出全面评
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通知
要求，以厅局级及以上领导班子为单
位进行自查评估。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做好第一批
主题教育评估工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
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中央宣
传部组织开展的“记者再走长征路”主
题采访活动，生动再现壮怀激烈、惊天
动地的革命故事，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
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很有意义。

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

精神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
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
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
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
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8 月 18 日，“壮丽 70 年·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总结座谈会在甘肃会宁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
号召全国新闻战线大力弘扬伟大的
长征精神，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
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党的初心和
使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号召和嘱
托，6月11日至8月18日，中央宣传部
组织开展了“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
先后有1300余名记者追随当年红军长
征步伐，深入实地采访，累计跨越
16000余公里，推出10000余篇鲜活生
动、形式多样的报道，网上总阅读量近
20亿次，社会反响热烈。

习近平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法文
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该

书法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版，对于国
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
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法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近日，生
态环境部公布了“重庆巫山县淘汰落后

产能滞后 永年水泥厂长期违法排污”
典型案例，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相关单位、区
县深刻汲取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
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措施，坚决抓好
有关问题整改，并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责任，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19日，
我市将派出由市级相关部门组成的联
合督导组赴巫山，就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巫山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整改
情况进行督导。

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接下来我市
将进一步深入排查梳理永年水泥厂涉及

的生态环境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找准问
题症结。在全面摸清问题底数的基础
上，深入研判，科学施策，确保有关问题
不折不扣整改到位，并以案为鉴，以点带
面深入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生
态修复、自然保护区退出矿山监管等领
域生态环境问题，纵深推进整改工作。

此外，我市还将在进一步核清问题、
厘清责任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及有关规定，依法依纪依规、严肃精
准有效开展责任追究，同时加强信息公
开，及时公开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整改落
实情况，积极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生态环境部公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重庆高度重视并督促推进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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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住 乡 愁 绽 放 新 颜
——传统村落保护激发乡村活力

总书记关心的
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重庆 8 月 18 日电 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6日至18日在重
庆调研时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观大势、

谋长远、抓落实，推动外交外事工作服
务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打
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王毅来到“一带一路”重庆国际物
流枢纽、数字经济展示中心，实地考察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了解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情况，充

分肯定重庆在内陆对外开放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他指出，“一带一路”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已成为中
国发起的最受欢迎国际公共产品和最
大规模国际合作平台，在全球范围得到
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要充分依托重
庆区位优势，深度挖掘外事历史资源，
更好为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服务。

调研期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王毅参加重庆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并作国
际形势辅导报告，听取意见建议，深入
贫困山区考察乡村医疗卫生、产业扶贫
并慰问困难群众。

王毅在重庆调研时提出

着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今天距2019智博会开幕

还有 天7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近
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
习会。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作国际形
势专题辅导报告。陈敏尔在讲话中强
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折
不扣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切实加强党对
外事工作的领导，推动全市外事工作高
质量发展，以大外事服务大开放，以大
开放推动大发展。

国务院副秘书长彭树杰，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
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书记任学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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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主
要负责同志出席。

王毅在报告中回顾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和实
践的角度，生动深刻地阐释了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
义、科学内涵，是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全面辅导。报告站位高、格局
大、落点实，内涵丰富、深入浅出、旁征
博引，精准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深入阐
释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重要战略机
遇期新内涵，对重庆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共建“一带
一路”、做好新时代地方外事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大家听后感到很受启发，进
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
理解，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外事工作做什
么、怎么做，进一步坚定了做好工作的

信心决心。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国对
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我国对外
工作之所以取得全方位、历史性的成
就，根本就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
指导。地方外事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对
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合
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外交思想，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外交大权
在党中央，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坚决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外事任务。

陈敏尔强调，外事工作处于对外开

放第一线，肩负着扩大对外开放、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必须紧扣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大外事服
务大开放，以大开放推动大发展。要推
动我市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引领性开放
平台，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抓大
开放促国际化，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不断扩大重庆国际影响力和知名
度，努力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
带动作用。要切实加强党对外事工作
的领导，坚持党管外事原则，严明外事
纪律，加强外事队伍建设，加大外事工
作支持保障力度，确保全市外事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

市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加。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会

学深悟透习近平外交思想
推动全市外事工作高质量发展

陈敏尔主持 王毅作辅导报告 彭树杰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8月

16日，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简称智博会）“智造新动能·智联新
产业”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该论
坛是2019智博会首场论坛。

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200余
位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企业领袖、
顶尖专家、重庆市及各区县大数据
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会。

论坛上，《大数据时代》作者、牛
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欧盟中国联合创新中心创始人、前比
利时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电子
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研究
中心主任周涛，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还围绕“智能化如何赋能
产业发展”这一主题，举行了圆桌论
坛。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启迪科技城集团总裁陈文斌表
示，下一步，启迪控股计划在重庆建

设全球最大的个人数据中心、网络
基地。

信风智库CEO曹一方表示，对
于重庆实施的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各行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充分肯
定，特别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数字
产业方面得到众多企业的支持和响
应，相信重庆的明天更加美好。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副局长杨帆表示，重庆将以建设新
型智慧城市为契机，以“云长制”推
动“管云、管数、管用”，推动社会管
理、产业经济全面智能化，打造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产业集聚高地。

本次论坛由智博会组委会主
办，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和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重
庆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欧盟
中国联合创新中心协办。

“智造新动能·智联新产业”

2019智博会首场论坛举行

8月18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漫山遍野的雪菊竞相盛
开，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收。天山堡村种植有200多亩雪菊，这些雪菊是村民们的“致
富花”，花开时节还吸引了游人前来观赏，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游。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村民采摘“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