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实防

止“两张皮” 。 全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要按照中央精神、省委要求和市委的部

署，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目标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一手抓

好主题教育，一手抓好本职工作，使广

大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焕发出来的

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转化为以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助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强大动力。

扎实开展我市主题教育， 坚持两手

抓两促进，要在统筹兼顾上动脑筋、下功

夫，科学分配好时间精力，切实做到开展

主题教育集中精力不走过场， 抓日常工

作有条不紊、扎扎实实。 要在做好“结

合” 上动脑筋、下功夫，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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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11 月

7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省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对第一批

主题教育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

看” 要求和中央第四督导组主题教育推

进会精神， 研究推进我省第一批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回头看” 和第二批主题教

育工作。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孙志刚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谌贻琴， 省政协主席

刘晓凯，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

检察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学习

内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目

标要求、重点部署、根本保证，不断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要跟进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

示精神，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使“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课

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常新。

会议强调， 要围绕持续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情况、 整改

方案落实情况、专项整治进展情况、上下

联动整改情况， 扎实抓好第一批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回头看” ，认真开展自查，

深入分析研判，持续深化整改，不断补齐

短板，巩固拓展成果。 要从严从实、持续

有力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提升学习教育效果，突出问题

导向、实践导向、效果导向，促使广大党

员干部夯实理论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深

刻检视剖析问题，扎实推动整改落实，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把持续抓好整改整治作

为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

做到“两个维护” 的重要检验，作为守初

心担使命的实践要求，作为按时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动力，坚持抓具体抓

深入，严格标准要求，扎扎实实推动整改

兑现。 要把第一批、第二批主题教育整改

落实工作紧密衔接起来，上下联动、一体

整改，确保真正整改到位，坚决防止整改

“空转” ，扎实做好当前工作，确保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11 月

7 日下午，中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组督

导贵州省“回头看” 工作情况反馈会在

贵阳召开。 中央督导组副组长李伟反馈

督导“回头看” 情况，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孙志刚作表态发言，省委副

书记、省长谌贻琴主持会议。

李伟指出， 第一轮督导反馈以来，

贵州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扛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

任，坚持高位推进，组织领导有力；敢

于动真碰硬，督导整改有力；强力攻克

大案要案，依法严惩有力；把准主攻方

向，深挖彻查有力；紧盯“四个地带” ，

专项整治有力；全面整顿提升，基层组

织建设有力。 贵州省委省政府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

面纵深推进专项斗争， 对今年 4 月中

央督导组来贵州督导反馈的 20 个共

性问题、38 个具体问题和 17 个问责事

项，照单全收、列单整改、逐一销号。 通

过这一阶段的工作， 一批涉黑涉恶势

力及其“保护伞” 得到严惩，一批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乱象得到整治，基层组

织建设得到加强， 督导整改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

在指出“回头看” 发现的薄弱环节

后，李伟强调，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贵州省要着力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向纵深发展。 通

过开展专项斗争带动解决突出问题，补

齐社会治理短板，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 对黑恶犯罪出现的新

变化、 新特点， 打击难度不断增大的情

况，坚持突出重点，着力保持严打态势，

不断攻坚克难，力争再打掉一批根基深、

实力强、关系网复杂的黑恶势力，再深挖

一批深藏不露的“保护伞” ，再追缴一批

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坚持依法办案，着

力提升打击质量， 在加强办案力量建设

的同时，继续在“准” 字上花力气，精准

理解法律政策，精准认定案件事实，精准

适用法律条文， 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

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坚持

统筹谋划，着力建立长效常治机制，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

时的指示精神，在社会治理、城市管理等

方面下细功夫、实功夫，坚持乱点整治、

建设补位、管理优化等举措多管齐下，综

合施策，力争给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

更可持续的良好人居环境。 坚持党建引

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重点在基层，要

结合专项斗争和“回头看”发现的问题，

继续在整改工作中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

题改，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

孙志刚在表态发言中说，中央扫黑

除恶第 19 督导组“回头看” 反馈的意

见，代表的是中央权威，体现的是中央

要求。 全省上下一定要把落实好整改

要求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 的重要标

尺、作为建设平安贵州的重大举措、作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

体行动，抓紧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

改，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中央放心、让

督导组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

孙志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通过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带动解决突出问题，

不断补齐社会治理短板， 完善社会治

理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要强化大

案要案、“打伞破网”“打财断血” 攻

坚突破，提高依法办案质量，始终保持

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要注重标本兼治、

突出治理重点、深化综合治理，坚决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 要坚持

刀刃向内、强力深挖彻查，在坚决打深

打透上持续发力。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建强战斗堡垒，筑牢防范打击第

一道防线。 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

责任链条，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

续向纵深发展。

中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组成员，

省领导时光辉、刘捷，省法院院长韩德

洋，省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以及各市（州）、贵安新区分

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11 月

7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

省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工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志刚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

长谌贻琴，省政协主席刘晓凯，省委常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

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

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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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 全局上、战

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

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坚定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 确保党中央关于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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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部

署在贵州全面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全省各级党

委（党组）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

要求，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迅速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要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宣传教育， 引导全党全

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 本质特

征和显著优势， 切实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自信。 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精心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培训， 统筹利用各类新闻媒

体资源，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

时代学习大讲堂作用， 广泛开展宣传

宣讲活动，全方位、多层次解读全会精

神，推动制度自信深入人心。要把制度

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 把制

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 要

切实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组织

领导，把握正确导向，营造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浓厚氛围。

会议要求， 要结合贵州实际着力

加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提升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增强制度执行力，切

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转

化为贵州治理效能， 为确保按时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工作

孙志刚主持并讲话 谌贻琴刘晓凯等参加

中央扫黑除恶第 19督导组督导贵州省

“回头看”工作情况反馈会在贵阳召开

李伟讲话 孙志刚作表态发言 谌贻琴主持

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对第一批主题教育

开展“回头看”和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求

孙志刚主持并讲话 谌贻琴刘晓凯等参加

贵州日报讯（记者 李薛霏 曾书慧）

11 月 7 日， 贵州省 2019 年四季度重

大工程项目暨基础设施 “六网会战”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贵阳市轨道交通

S1 线一期工程贵安新区麦湖路站项

目现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孙志刚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

谌贻琴宣布开工。省委常委、贵阳市委

书记、 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德明出

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再勇宣读

批示并讲话。

孙志刚在批示中指出， 狠抓项目

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是推动全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实施“六

网会战” 是我省扩内需、补短板、稳投

资、增后劲的重大举措。 全省各地各

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紧扣脱贫攻坚头等大事和高质量

发展大局， 聚焦基础设施 “六网会

战” 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有效投资力

度，切实抓好开工项目的精准调度和

要素保障， 加快在建和新建项目建

设，为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

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紧紧扭住投资这个稳增长的关键，坚

持项目带动战略不动摇， 坚持抓项目

开工、项目建设，坚持以项目建设优化

完善基础设施， 以项目结构优化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 以项目质量提升助推

脱贫攻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

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要素保障，强化服

务意识，强化协同联动，为项目建设提

供良好环境。

参加开工仪式的省领导听取了贵

阳市、 贵安新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情

况介绍。 省发展改革委介绍了全省集

中开工的项目基本情况， 贵阳市代表

各市（州）、贵安新区就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作了表态发言。

省政府秘书长张平， 省有关部门

和贵阳市、贵安新区负责人，部分项目

业主单位和参建单位代表参加集中开

工仪式。 各市（州）在当地项目现场同

时举行开工仪式。

据了解，此次全省各市（州）、贵

安新区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333 个，总

投资 2078.45 亿元。 其中，基础设施

“六网会战” 项目 157 个， 总投资

810.78 亿元。

本报讯 11 月 6 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赵德明率贵阳市代表团来到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实地参观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部分展区， 走访参展外资企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

进博会溢出效应，紧盯全球好货开展招商

引业，努力打造“爽爽贵阳·消费天堂” ，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本立，副市

长唐兴伦、杨波陪同参观。

第二届进博会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

在上海举行，本届进博会以“新时代，共

享未来” 为主题，共有来自 150 多个国

家（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展。

当天， 赵德明一行首先来到东浩兰

生进出口商品展销中心， 与企业负责人

亲切交流， 了解企业进出口产品门类和

日常生活展品等全球好货情况，他指出，

展销中心平台优势突出， 要切实加强合

作，进口更多好产品、引进更多好服务，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品质生活馆， 赵德明走进德国的肯宁

家机械钟表、 捷克共和国的水晶玻璃制

品等展台，认真察看精密制造、个性化定

制、品质与艺术高度结合的高端消费品，

向企业发出热情邀请， 希望企业积极抢

占贵阳中高端消费品的广阔市场空间，

共享开放发展机遇。

在科技生活展馆， 赵德明走进意大

利德龙公司， 德国博朗、SKK 和卡赫公

司，英国凯伍德，美国 3M 公司展区，详

细了解智能科技展示产品， 认真观看产

品演示、听取情况介绍，了解产业发展特

点， 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细化对

接，积极推进前沿科技产品进入贵阳，加

快推动中高端制造项目落地。 来到装备

制造馆和汽车生活馆，赵德明边走边听，

边听边看，不时驻足停留，仔细了解氢能

源等前瞻科技的开发、 应用成果及产业

链蓝图规划，强调贵阳要精准聚焦，瞄准

展区最新展示产品， 结合贵阳工业基础

实际，持之以恒推动中高端制造业发展，

不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努力成为全省

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新的增长极。

以“服务进口，链接全球” 为主题的服

务贸易馆， 是进博会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物

商品的展区。来到这里，赵德明认真听取澳

大利亚 EWE和日本通运、法国迪卡侬、美

国万豪等参展企业情况介绍， 了解商贸物

流、金融、文化和旅游等服务发展情况，强

调贵阳要把服务贸易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大力促进服务贸易业发展。在食品及农

产品馆， 赵德明详细了解光明食品集团打

造的“全球食品集成分销平台” 作用发挥

情况，参观全球高端食材展品，表示要主动

开放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满足人

民对高品质食品的消费需求。

参观中，赵德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 为贵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指明了方向。 贵阳正在建设国家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先行区， 要主动抢抓

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承接

进博会溢出效应， 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

对外开放。 要围绕 “一品一业、 百业富

贵” 发展愿景，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消

费链、服务链，面向欧美、日韩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招商引业， 大力发展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经济，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 要积极释放贵阳加快开放的制

度红利，完善优化投资、贸易、科技、人

才、金融等领域的政策措施，大力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赵德明率代表团参观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览时强调

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努力打造“爽爽贵阳·消费天堂”

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

每年集中力量为民办理一批贴近民

生的实事项目， 分期分批地逐步解

决了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使 2020 年

“十件实事” 拟建项目更好地反映

民意，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 2020

年“十件实事” 拟建项目征集活动。

一、征集时间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二、征集内容

拟建项目要围绕公共安全、文

化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与就

业、生态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建设、

城市管理、 交通出行以及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事项提出工程项目建设、

惠民政策等实事项目建议。 建议内

容应文字简洁、条理清晰、具备可操

作性。

三、征集原则

紧扣民生、受益面广、切实可行、

当年办结。

四、征集方式

1.信函投递。 请写明项目名称、

内容及办理建议等 （请用正楷书

写），署上建议人姓名、联系电话和

通讯地址等相关信息邮寄至贵阳市

督办督查局（邮编：550081）；请在

信封正面贴邮票处粘贴从 《贵阳日

报》《贵阳晚报》上剪下的邮资凭证

标识，贵阳市邮政公司将免费投递。

2.电子邮件。 请写明项目名称、

内容及办理建议等， 署上建议人姓

名、 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相关信

息发送至邮箱：gys j s s@126.com。

希望广大市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网民朋友踊跃参与。市委、市

政府将充分考虑和尊重群众意见，

对每一封来信都会认真对待， 对每

一条建议都会认真研究，确保“十

件实事” 反映群众心声，合乎市民

意愿。

附：邮资凭证标识

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8 日

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征集 2020 年中共贵阳市委 贵阳市人民政府

为民办“十件实事” 拟建项目的公告

始终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八论扎实开展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把全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上贯彻到工作中

———全市党员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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