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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据新华社电 中国妇女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 30 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
央致词。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
氛隆重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 的会标。 鲜艳的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会徽悬挂在主席台后幕正
中，10 面红旗分列两侧。 二楼眺台
上悬挂着“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团结
动员各族各界妇女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巨型横
幅。 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 1637 名
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和来自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79
名特邀代表，肩负亿万妇女的重托
出席盛会。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等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
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沈跃跃宣布大会
开幕。 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在新时代征程中谱写半边天壮丽
篇章》的致词。 赵乐际首先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各族
各界妇女和广大妇女工作者致以亲
切问候，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
外女侨胞致以良好祝愿。
赵乐际在致词中说， 中国妇女
十一大以来， 各级妇联组织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
四个自信” ，切实承担引领广大妇
女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为推
动我国妇女事业发展、 夯实党执政
的群众基础作出新贡献。 广大妇女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彰显出自强不
息、坚韧刚毅、智慧豁达的新时代女
性风采。
赵乐际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
新时代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 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宏伟蓝图， 需要包括妇女在内的全
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希望广大妇
女坚定理想信念、 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
建功新时代、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展示新风貌、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扬帆新征程、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更大贡献。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中华
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委员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
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
词。 贺词指出，群团组织要认真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不断提
高群团组织党的建设质量， 永葆
群团组织政治本色。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黄晓薇代

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十一届执
行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 团结动员各族各界妇女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报
告。报告分为 5 个部分：走进新时代
的中国妇女和妇女组织； 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
妇女工作新实践； 新时代中国妇女
的使命和担当； 奋力写好新时代妇
联工作新答卷； 将新时代妇联组织
改革进行到底。
大会以书面报告形式向代表提
交了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修正案）》草案，请代表审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
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
队有关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各人民团体、北京市
负责同志， 部分在京部级女领导干
部和全国妇联老领导， 首都各界妇
女代表参加开幕会。

贵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全国、全省重要会议精神
本报讯 10 月 30 日，贵州省委
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
要求、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精神、 全国政协召开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精
神、 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精神以及
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传达。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协主
席王保建， 市委副书记李岳德，市
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
同志参加。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脱
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思想
深刻、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
为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我们要深
入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克
强总理的批示要求,坚决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硬仗，把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精神转化为贵阳的生动实践。 要
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 ，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抓细抓实，确保完成脱贫目
标任务。 要对标省委第一巡视组巡
视反馈意见，扎实抓好脱贫攻坚方
面存在问题的整改。 要继续做好帮
扶带动，履行好省会责任，推动帮
扶带动地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要狠抓工作作风，以钉钉子、担担
子精神抓好脱贫攻坚，确保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深刻阐明了人民政协的地位作
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
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指引新时代人
民政协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
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加强政协
系统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履职尽责，
以理论学习、思想武装促进政协工
作质量提升。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全
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的重要指
示,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委办公厅
(室)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是新
时代做好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认真
学习贯彻领会,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理论武装、提升能力水平、全面加强
机关党的建设，着力建设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会议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作出
的重大政治决策， 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
革。 孙志刚书记在省委十二届四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
关于贵州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
见》，为我市推进改革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 深化认识、 提高站
位，深刻领会、精准把握，精心组织、
有序推进，强化领导、落实责任，严
守纪律、严明规矩，统筹兼顾、弹好
钢琴， 扎实做好我市机构改革相关
工作， 确保我市机构改革工作平稳
有序推进。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
（本报记者）

■新闻速递
贵阳6名市管干部
任前公示
本报讯 来自中共贵阳市委组织
部的最新消息， 今日起，6 名即将上任
的市管干部将接受任前公示。市民如对
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可于 11 月 6 日
前向市委组织部反映， 反映问题必须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 （肖达钰莎）
1、刘宁，男，布依族，中共党员，
1974 年 4 月生，籍贯贵州清镇，出生地
贵州清镇，1992 年 12 月参加工作，省
委党校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清镇市王庄
布依族苗族乡党委书记，拟提名任清镇
市工业园区建设开发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试用期一年）。
2、吴尧，男，汉族，中共党员，1970
年 8 月生，籍贯贵州开阳，出生地贵州
开阳，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
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开阳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主任兼县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拟任中共开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
（试用期一年）。
3、黄雪梅，女，壮族，中共党员，
1974 年 7 月生，籍贯贵州从江，出生地
贵州从江，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大学
学历，文学学士，现任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财政局局长（正科级），拟提名任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副
县级）（试用期一年）。
4、代琼，女，回族，中共党员，1968
年 8 月生，籍贯贵州贵阳，出生地贵州凯
里，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在职
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现任贵阳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委员、财政经贸系主任，拟提
名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
一年）。
5、 谢 立 ， 男 ， 汉 族 ， 中 共 党 员 ，
1965 年 1 月生，籍贯贵州贵阳，出生
地贵州贵阳，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现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就业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拟任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主 任
（试用期一年）。
6、左乾荣，男，汉族，中共党员，
1974 年 9 月生，籍贯贵州清镇，出生地
贵州清镇，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
学历，工程硕士，现任清镇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清镇市人民政
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兼），清镇市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
（兼），拟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财政经
贸系党总支书记（试用期一年）。

花 128 元，游全国 1285 家景区，其中 965 家免票不限次数——
—

火爆！ 这张旅游年票卖“
疯” 了
11月初正式发行，晚报抢券平台抢鲜上线，不少市民已提前预购
由团省委青年时代杂志社联合
新长征集团－贵州工会云服务平台
共同推出， 旨在推进贵州旅游实现
结构性转变 的“
2019 年锦绣江山全
国旅游年票西南版” ， 将于 11 月初
正式发行， 该年票涵盖全国 1285 家
景区，可实现“一票联网通用” ，这
也是其在贵州首次公开发行。
据介绍，2019 年锦绣江山全国
旅游年票西南版， 已通过相关渠道
推出预购服务。 自入驻贵阳晚报专
属 抢购 平台 以来，128 元 的 超 低 价
格，受到广大市民热捧，目前已预售
出数千张。
西南版，有什么不一样？
据了解， 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

票已连续发行 14 年，目前有 28 个省
市的部分景区参与，可联网通用，是
一项政府主导、景区让利、百姓受惠
的民心工程，深受游客欢迎，每年拉
动数亿人次外出旅游。今年 11 月初，
全国旅游年票西南版将正式启动发
行，全国 1285 家风景名胜区，可实现
“
一票联网通用” 。
今年，该旅游年票共推出北京
版、齐 鲁版 、河南版 、华北 版、东 北
版、西北版、西南版、中南版、华东版
等九大版本， 每版专属景区仅限各
版年票使用，11 月初推出的西南版
定价为 128 元， 西南版包含贵州、云
南、四川、重庆等地共 216 家景区参
与其中。

在贵州，能玩哪些地方？
以贵州为例，该年票整合了省内
外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
综合春夏秋冬等多类型景点， 能满
足不同家庭全年不同季节的出游所
需。 屯堡、温泉、游乐场、大剧院、亲
子园、 森林公园等等， 凭借这张年
票， 您可以选择合适全家老小的旅
游目的地。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年票将于
11 月份推出，正值初冬之际，西南版
所涵盖的景区里， 仅贵州就有息烽
温泉、 石阡温泉等十家温泉参与其
中，是这个季节带家人出游最合适、
也是最大的“
福利” 。 西南版年票贵
州景区包括了安顺龙宫、织金洞、贵
阳森林野生动物园、双乳峰、南江大

峡谷、阿西里西韭菜坪、十二背后双
河洞国家地质公园、 云漫湖森哒星
生态公园、 老福爷乐享公园、 盘龙
洞、下司古镇等。
团省委青年时代杂志社相关负
责人分析说，“年票面向全国发行，
是贵州争取全国游客、国内大企业、
大旅行商组织 ‘全国人游贵州’ 的
重要举措，一张年票就可以实现‘贵
州人游贵州、贵州人游全国、全国人
游贵州’ 的目的。 ”
这年票，到底有多划算？
据年票发行单位负责人介绍，本
次发行的年票实现了产品的进一步
升级，以“高品质 低消费” 为宗旨，
全面落实惠民政策，西南版 128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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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票， 包含全国 200 个城市 1285 家
景区。 其中，965 家免票不限次、288
家免票一次、32 家折扣优惠，合计免
门票价值超过 8 万元。
按规定，年票实行一人一卡制，
游客购票后贴上自己的一寸照片，
无需预约、不用注册，覆盖防伪膜后
即可全年联网通用。 此外，该年票已
发行多年， 法律制度和技术体系相
当完备，售后保障体系完善。
年票购买方式： 扫描上方二维
码， 进入贵阳晚报专属抢券平台进
行 抢 购 ， 或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
0851-85823558” 进行咨询。
地址：小十字报业大厦 17 楼。
（广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