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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共贵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举行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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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孙志刚讲话 谌贻琴作说明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决议》
●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
规定，表决批准十二届省委候补委员钟阳、高卫东、唐林等 3 名同志递补为委员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贵阳举
行。
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 63 人，
候补委员 5 人。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省委书
记孙志刚作了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决定》。 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
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
明。
全会指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 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会议全面回顾党
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
的主要工作，系统总结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进展，令人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围绕坚定制度自信深入回答
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
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新要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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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
遵循。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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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 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
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领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重点任
务、根本保证，切实增强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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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
物，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
显著优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
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
理，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
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我们要全面准确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显著优势和
丰富成果，切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
全会指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贵
州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

会场现场
非常关心关怀，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 贵州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推动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 贵州 70 年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党的科学理
论正确指引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贵州的
生动实践，是人民当家做主、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的结果，很好
地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和丰富实践成果。 站在新
时代的新起点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 ，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
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全会强调，要全面抓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加快全
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更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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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强化创
新理论武装，提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
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为人民
谋幸福的能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增
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坚持从实
际出发改革创新， 提升研究问题、破
解难题的能力；坚决革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增强狠抓落实的能力；坚定
不移推动大数据战略行动，提升运用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
全省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各
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群团组织都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
推动我省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更加
完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更加适应
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
全会对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推进全省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十一项部署，强调
要坚定不移地拥戴核心维护核心，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
心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着力提
升政府治理能力，把按时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为统筹城乡民生保障
的最重大最紧迫任务，着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进法治贵州建
设，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全力推进平安贵州建设，大力提升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能力，巩固发
展贵州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全会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要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把学习全会精
神作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任
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分期分批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
培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 要广泛开展集中宣讲，改进
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全会精神走
进基层、走进群众，推动制度自信深

入人心。 要统筹做好宣传教育，把制
度自信贯穿宣传教育工作始终，整合
各级各类媒体资源，全方位、多层次
宣传解读全会精神；把制度自信教育
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引导全社会充
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特征和优越性，营造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浓厚氛围。 要紧
密联系省情实际，把全会精神学习宣
传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宣传教
育结合起来， 讲好贵州 70 年历史性
变革和成就的精彩故事，让老百姓从
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组
织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起责任、靠前指
挥，亲自抓、带头学，各有关部门要密
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把全会精神
学习宣传工作做深做实。
全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为强大动力，全力做好当前各项
工作。 要继续发起脱贫攻坚“
冬季充
电” ， 开展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筛
查，确保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
障全部到位，有序推进贫困县脱贫摘
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抓紧抓好东西部扶贫协
作机遇，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要全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深
入对照“八要素” 补短板强弱项，深
入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力推
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要牢牢抓住主
题教育这个强大动力，努力完成全年
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确保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超前
谋划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工作。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
委员会关于王彬同志严重违纪问题
的审查报告， 确认省委常委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作出的给予王彬同志
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审议并通过了
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黄秋斌严重
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
会 2019 年 2 月 23 日作出的给予黄
秋斌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按照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有关规定，批准孙潮、陈海峰同志因
退休辞去十二届省委委员职务，决定
十二届省委候补委员钟阳、 高卫东、
唐林等 3 名同志递补为委员。
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切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各项部署，加快推进全省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按时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
多彩贵州新未来而努力奋斗!
全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
闭幕。
省纪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代
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
基层代表等列席会议。
（许邵庭 李薛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