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

工作的统一部署，2019 年 3 月 14

日上午，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云岩

区工作动员会召开。

省委第八巡视组组长周素平

作动员讲话，省委第八巡视组副组

长龙化宣读巡视云岩区的通知，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赵福全讲话，云岩区委书记林刚主

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省委第八巡视组副厅长级巡

视专员陈黔珍及巡视组其他成员，

云岩区四大班子成员及其他副县级

干部， 近两年退休的正县级领导干

部出席会议，云岩区人民法院、云岩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云岩区纪委监委和云岩区委组织部

领导班子成员， 云岩区委巡察办主

任和巡察组组长， 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等参加会议。

周素平强调，云岩区委要深刻认

识和把握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下转 3版）

根据省委安排， 省委第八

巡视组自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

4 月 11 日， 对云岩区开展巡

视。

一、巡视对象

中共云岩区委、区人大常委

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党组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 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

二、巡视内容

巡视的主要任务是聚焦党

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 重点监督检查被巡视对象

以下情况：

（一）围绕党的政治建设,�

重点检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情况。

（二）围绕党的思想建设,�

重点检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

况。

（三）围绕党的组织建设,�

重点检查领导干部担当作为、

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

况。

（四）围绕党的作风建设,�

重点检查整治“四风” 情况。

（五）围绕党的纪律建设,�

重点检查党规党纪执行情况。

（六）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重点检查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情况。

（七）巡视整改落实情况。

（八）脱贫攻坚落实情况。

反映领导干部其他方面重

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和下一级

领导班子党政主要负责人重要

问题线索，也属了解掌握范围。

三、反映问题渠道

巡视期间，设立信访接待窗

口，设置意见箱、邮政信箱，开

通举报电话等接受群众来信来

电来访。

（一）信访接待窗口：云岩

区信访局省委第八巡视组信访

接待窗口 （受理信访截止时间

为 2019 年 4 月 10 日）；

（二）设置意见箱：分别在

云岩区行政中心 （贵阳市云岩

区新添大道南段 299 号）、区信

访局 （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

南段 299 号）、区行政中心第二

办公点 （贵阳市云岩区中天未

来方舟 D12 组团 D 栋）、 区政

务服务中心 （贵阳市云岩区中

天未来方舟 F4 组团 6-7 栋 5

层和省委第八巡视组驻地君派

酒店 （贵阳市北京路 9 号贵州

医科大学正大门左侧） 设置意

见箱；

（三）邮政信箱：贵州省贵

阳市 A010 号邮政信箱省委第

八巡视组收；邮编：550000；

（四） 值班电话：0851—

86657665（受理时间： 上午 8:

30-12：00，下午 14：00-18:00）。

根据巡视职责，省委第八巡

视组主要受理对上述巡视对象

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不属于巡

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按有

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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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3 日，省

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德明到

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机关

调研走访， 看望机关全体人

员，并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负责人进行交流。

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

部长徐红，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刘本立参加。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致公党贵阳市

委主委宋平，市政协副主席、

民进贵阳市委主委杜正军，

市政协副主席、 民革贵阳市

委主委殷勤，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贵阳市委主委邓胜龙，

市政协副主席、 民建贵阳市

委主委喻理飞， 市政协副主

席、 九三学社贵阳市委主委

田茂书， 农工党贵阳市委主

委田社鸿， 台盟贵阳市支部

主委黄学军， 市工商联主席

施波分别陪同。

当天，赵德明先后来到

市台盟、市民建、市民进、市

民革、市民盟、市致公党、市

农工党、市九三学社驻地和

市工商联机关， 看展示、听

汇报，详细了解市各民主党

派、 工商联工作开展情况。

他指出， 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

言献策， 做了大量工作，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希望大家一如既

往地按照市委决策部署开

展工作， 加强自身建设，提

高履职能力，在新时代展现

新气象、争取新作为。 来到

市委统战部信息中心，赵德

明在听取贵阳市民营经济

服务平台建设情况汇报后，

强调要充分运用好大数据

技术， 建好建优服务平台，

完善金融服务等功能，解决

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在服务全市民营

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

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

个维护” 。要发挥好统一战线

的智力优势、资源优势、人脉

优势， 把广大统一战线成员

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高标准

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多做贡献。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

（本报记者 廖黎明）

赵德明在调研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时强调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履职尽责

为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云岩区工作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3 月 13 日， 记者

从贵阳市重大项目建设管理办

公室获悉，2019 年，全市安排省

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共 436 个，

总投资 12191.48 亿元 ，2019

年投资目标为 1312.92 亿元。

在 436 个省重大工程和重

点项目中，一产项目 1 个，总投

资 3 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1.2 亿

元，占全年目标的 0.09%；二产

项目 81 个， 总投资 965.84 亿

元， 年度投资目标 115.29 亿

元，占全年目标的 8.78%；三产

项目 354 个，总投资 11222.64

亿元， 年度投资目标 1196.43

亿元，占全年目标的 91.13%。

1 个一产项目为新建项目，

即清镇市 2019 年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项目，总投资 3 亿元。

在二产项目中，能源原材料

业项目 4 个；制造业项目 77 个，

其中新建项目 21 个， 包括观山

湖区固达电气产业制造基地项

目、贵阳经开区国际 E 城贵阳科

技产业园、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

等。

在三产项目中，信息服务业

项目 6 个， 城市建设项目 202

个，交通运输项目 11 个，水利项

目 13 个， 社会事业项目 65 个，

经贸流通项目 33 个， 节能环保

项目 22 个，其他项目 2 个。

其中，城市建设项目包括息

烽县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永靖安置点项目等 9 个收尾

项目，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户

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1 号

路道路工程等 95 个续建项目，

花溪湖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等

54 个新建项目， 以及云岩区延

安东路延伸段道路建设工程等

45 个预备项目。

交通运输项目包括息烽九

寨物流铁路专用线建设、 贵阳

西南商贸服务业集聚区综合交

通枢纽———公交枢纽及换乘中

心（一期）2 个新建项目，贵阳

火车东站综合交通枢纽———贵

阳客运北站、 贵阳枢纽小碧经

清镇东至白云联络线等 3 个收

尾项目。

社会事业项目方面，贵阳市

今年将新建乌当区马头温泉康

养生态度假区、贵阳奥体中心二

期（综合体育馆）等 16 个项目，

完成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李

端棻中学等 6 个收尾项目。

节能环保项目方面，贵阳市

将 新 建 南 明 区 环 境 治 理 项

目———贵钢再生水厂项目、观山

湖区环百花湖湿地公园慢行系

统建设工程、观山湖区阳明山山

体公园、清镇市老马河流域生态

修复工程等 9 个项目。

（本报记者 彭刚刚）

我市今年安排省重大工程

和重点项目 436 个

总投资 1.2 万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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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4 日，记者

从贵阳农产品物流园开业活动

媒体通气会上获悉， 贵阳农产

品物流园 3 月 15 日开业，预计

当天有超过 3000 家采购商前

来采购 ， 总交易额将达 1500

万元。

物流园开业仪式系列活动

将以“黔货出山大平台，脱贫攻

坚新动力” 为主题，开展国家级

十大涉农协会交流座谈会、黔货

中国行·全国名优市场领导见面

会、2019 贵农战略采购商大会

暨黔货出山产销推介会、“贵农

+” 2019 中国农产品全流通大

会、举行黔货中国行“10+1 联

盟” 战略签约仪式、邀请农业专

家进行农产品渠道新模式的探

索讨论等活动。 同时， 将发布

《黔货中国行·贵州优质农产品

目录》。

据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

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贵阳农产

品物流园一方面提供了 “黔货

出山” 新平台，另一方面完善了

贵阳农产品物流体系， 链接农

产品种植和供应链及零售终

端， 实现贵阳农产品物流体系

的枢纽作用。 截至目前，物流园

已经有近千家商户入驻， 涵盖

水果 、蔬菜 、食用菌 、肉类 、禽

蛋、干货、粮油、调味品等 10 余

个品类上千个品种。

为助力扶贫攻坚，贵阳农产

品物流园设置了贵州农产品扶

贫专区，为省内扶贫基地永久提

供免费销售档、营销渠道以及宣

传服务，构建产销一体化的农产

品供应链条，推动“黔货” 品牌

化发展， 目前物流园已与 10 余

家扶贫基地、优质果蔬主产区代

表签订了合作协议， 与合力、永

辉、北京华联、星力等 20 余家超

市集团 300 余家连锁超市签订

定向采购协议。

（本报记者 庭静）

贵阳农产品物流园今日开业

建诤言献良策出实招

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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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贵高铁控制性工

程鸭池河特大桥建设已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大桥主体工程

完工，钢轨铺设已经完成。 预

计该桥将于年内竣工。

图为 3 月 14 日拍摄的鸭

池河特大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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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6 次深入人大政协团组，面对

面听取 48 位代表委员发言，聚焦

主要矛盾、抓住核心环节、紧盯突

出短板、谋划重点任务……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

出席 2019 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

员广泛深入交流， 紧紧围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主线， 共商决战决

胜大计。

在内蒙古代表团纵论生态文

明建设， 在甘肃代表团聚焦脱贫

攻坚， 在河南代表团谋划乡村振

兴， 在福建代表团共话创新创业

创造、两岸融合发展、革命老区和

中央苏区奔小康， 在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部署国防和军队建

设，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

论时为文艺创作和学术创新指引

方向……

深入交流，碰撞真知灼见；亲

切问候，凝聚同心力量。

啃下“硬骨头” ———“越是到

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

两位基层代表讲述的故事，

令习近平总书记动容。

黄久生是来自大别山革命老

区的农民工代表。这几年，他带领

村里贫困群众外出打工，1.2 万

多人由此迈上小康之路，4800 多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家乡建起了

小楼。

“有一家，三代七口人，都在

工地上。 70 多岁的晏传忠是这户

当家人， 他对我说：‘总书记十九

大报告讲了 3 个多小时，我是站着

听完报告的， 我如果不站着听完，

我就感觉对不起总书记，因为是党

让我们老百姓脱贫致富了。 ’ ”

“当时听完这话，我感动得掉

了泪。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没上

过学的农民，对总书记、对我们党

这么深厚的感情……” 说到这里，

黄久生哽咽了。 代表们凝神片刻，

随即热烈鼓掌。

“你回去向这位同志转达我

的问候！ ” 习近平总书记温暖人

心的话语， 激起全场更加热烈的

掌声。

来自甘肃陇南徽县的农民代

表梁倩娟也向总书记讲述了自己

的脱贫故事。

这几年， 一直外出打工的梁

倩娟返乡开起了网店， 把乡亲们

的橄榄油、核桃、土蜂蜜、土鸡蛋

等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带动

300 多户农民增收。

“有位阿姨经常来我店里做

零工， 赚了钱时不时能买些猪头

肉和老伴儿一起吃。 有一次，她骄

傲地对我说， 用自己挣的钱买肉

吃，就是香。 ” 梁倩娟绘声绘色的

讲述，引起全场共鸣，总书记的脸

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感人故

事， 汇成一部人类历史上反贫困

斗争的伟大传奇。

“这些年来，脱贫攻坚力度之

大、 规模之广、 影响之深前所未

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 在甘肃

代表团，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

锵有力。

攻坚拔寨，决战决胜。 真正的

考验刚刚开始。

今后两年， 脱贫攻坚战剩下

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 。

如何啃下“硬骨头” ？

党的十八大以来， 每年全国

两会同代表委员共商国是， 脱贫

攻坚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必讲的重

要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上， 这种深深

的关切一如既往，情真意长。

7 日下午， 在甘肃代表团，习

近平总书记历数纳入国家 “三区

三州” 的临夏州、 甘南州和天祝

县， 语重心长地说：“甘肃是全国

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 脱贫

难度极大， 我对甘肃的扶贫工作

非常关注， 对这里脱贫任务的完

成很关切。 ”

在河南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和代表们一起仔细盘点河南贫困

县集中地区：“有大别山区， 还有

太行山区、黄河滩区……脱贫攻坚

任务依然艰巨，要再接再厉。 ”

同来自河南开封的高建军代

表交流时，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

询问开封现在是否还有贫困县。

得知兰考脱贫摘帽后， 这两年又

有新的发展变化， 总书记说感到

很欣慰。

有这样一段老红军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

讲，在福建代表团又讲：

“在福建工作时，一位开国中

将的子女找到我， 说要遵循遗愿

把父亲骨灰的一半送回家乡，一

半送到闽西革命老区埋葬。 这位

老将军是湖南人， 长征时是一个

团的政委，带领团里的闽西子弟，

血战湘江，很多战友都牺牲了。 他

说， 死后要同战友们长眠在一

起。 ”

“这个感情在我心里。 ” 习近

平总书记动情地说， 老区苏区的

红土地孕育了革命， 也孕育了革

命老前辈，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 忘记老区，就是

忘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要饮水思

源，决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确保他们一个

都不掉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

的短板中，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

最突出的一块。

“现在距离 2020 年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

正是最吃劲的时候， 必须坚持不

懈做好工作， 不获全胜、 决不收

兵。 ” 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习近

平总书记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

一系列明确要求。

———要咬定目标不放松。

“既不能脱离实际、 拔高标

准、吊高胃口，也不能虚假脱贫、

降低标准、影响成色。 ”

“真正的考验是到 2020 年，

不能敲锣打鼓宣布脱贫了， 结果

这边是哭爹喊娘、一片埋怨声，情

何以堪啊。 要经得住历史检验！ ”

———要整治问题不手软。

有的搞“虚假式” 脱贫，有的

搞“算账式” 脱贫，有的搞“指标

式” 脱贫，有的搞“游走式” 脱贫

……

（下转 2 版）

上下同心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 2019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