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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3 日， 市委常委

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谌

贻琴同志调研全省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 贵阳孔学堂时的讲话精神，

对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在建工地山

体滑坡的批示精神， 研究禁毒工

作。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忠雄主

持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登峰，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聂雪松，市政

协主席石邦林， 市委副书记陶平

生，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和贵安新区有关领导同

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参加。

会议指出，今年是党的二十大

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

全面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起步之年，是大力实施“强省会”

行动深化之年，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全市宣传思想

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精神，坚持守正创新做好各领域宣

传思想工作， 更好肩负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坚定主心骨，打好主动仗，

唱响主旋律，筑牢主阵地，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持续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更

好发挥贵阳孔学堂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

作用，建好用好红色教育基地，推动

全市宣传思想工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始终把党内法规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来抓， 把牢政治方

向，强化执行落实，严肃监督检查，

推动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制度

执行更为严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治理效能。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重点抓好集中整治、风险

防范、监管执法，严格落实领导责

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抓好安全

生产基层基础各项工作，强化城市

安全保障能力，严防发生重特大安

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要坚持以乡村振兴统揽新

发展阶段“三农” 工作，以考核为

契机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激励实

干，巩固好脱贫成果，发展好现代

农业，推进好乡村振兴，确保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新时代

禁毒人民战争，发出“动员令” 、打

好“组合拳” 、种好“责任田” ，牢

固树立“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

就一日不能松懈” 的长期作战思

想，在“打、控、治、防” 四个字上精

准发力，强化责任落实、工作保障、

考核督导， 坚决斩断毒品来源、坚

决遏制毒品需求、坚决减少毒品危

害，努力推动全市禁毒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

各区（市、县、开发区）、贵阳

市和贵安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1 月 13 日， 市委常委

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新年

贺词精神，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及北京考察 2022 年冬奥会、 冬残

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

活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精神及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措施。 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登峰，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聂雪松，市政

协主席石邦林， 市委副书记陶平

生，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和贵安新区有关领导同

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发人深省，

既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

遵循， 又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

强自身建设的思想引领。 要带头

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带头抓

发展，锚定“一个高于，五个走前

列、作表率” 奋斗目标，按照“四

主四市” 工作思路，以实干实绩推

动“强省会” 取得新突破。 要带头

惠民生，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

着良心， 把城市 “一圈两场三

改” 、农村“五治” 以及各类民生

实事办实办快办好。 要带头守规

矩，管住自己、管紧家人、管好团

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续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要带头开好

民主生活会， 把民主生活会开出

高质量、开出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 2022 年新年贺词精神

和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奋力谱写新时代 “强省会” 新篇

章。 要铸忠诚，引导全市上下更加

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 ，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 要增信心，

乘势而上、砥砺前行，积跬步以行

千里、致广大而尽精微，不断增强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勇气

和力量。 要强奋斗，坚定不移按照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的安排部

署，敢干、实干、快干、会干，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2022 年冬

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强烈的荣誉

感和责任感，大力做好安保维稳，

大力抓好疫情防控， 大力发展体

育事业，配合做好各项工作，为确

保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圆满成

功作出贵阳贵安贡献。 要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精神，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不动摇， 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

察院党组领导作用， 全面落实市

委工作安排，与市委同频共振、同

心同向，共同把“强省会” 的最强

音奏得更响、主抓手抓得更紧、集

结号吹得更亮， 形成推动 “强省

会” 的强大合力。

各区（市、县、开发区）、贵阳

市和贵安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1 月 13 日，在省委围

绕“四新” 主攻“四化” 和招商引

资专项巡视集中反馈会议结束后，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

工委书记胡忠雄立即主持召开贯

彻落实省委专项巡视集中反馈会

议精神专题会议。 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巡察

利剑作用，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强省会” 行动提供坚

强政治保障。

市委副书记陶平生， 贵阳市、

贵安新区领导郑国宁、 彭容江、徐

红、滕伟华、刘本立、唐兴伦、张建

华、孙绍雪、王嶒、熊国玺、毛胤强、

冉斌、林刚、梁显泉参加。

胡忠雄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 把巡视作

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

排，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

引领推动巡视工作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贵阳贵安各

级各部门要深刻把握巡视整改的

重大意义， 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

改是践行“两个维护” 的实际行

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

是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机遇，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 抓铁有痕的劲

头确保各项整改任务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切实营造风清气正、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

胡忠雄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围绕“四新” 主攻“四

化” 和招商引资中存在的短板弱

项， 坚持标本兼治、 注重综合施

策，不断完善整改方案，以务实举

措切实抓好巡视整改。 要坚持责

任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市领导、

分管领导、部门、区（市、县、开发

区） 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

任，增强抓巡视整改的主动性，形

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

作格局。 要坚持重点导向，紧盯重

点工作、主要指标、具体任务，真

正做到对数据心中有数， 建好用

好工作台账， 进一步建设完善项

目库，确保工作一件一件地干好、

一项一项地做成。 要坚持督查导

向，细化明确整改工作的时间表、

路线图、任务书，坚决做到边督边

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及时销

号，确保指出的问题、交办的任务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要坚持

结果导向，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 通过抓巡视整改提高广

大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实实在在

的成效,推动“强省会” 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

各区（市、县、开发区），贵阳

市、 贵安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孙登峰聂雪松石邦林陶平生参加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孙登峰聂雪松石邦林陶平生参加

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胡忠雄在贯彻落实省委专项巡视集中反馈会议精神专题会议上强调

充分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

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

陶平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