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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4 日，贵阳市委常委会和贵

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贺信精神，研究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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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

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

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

领，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思想基

础、理论基础。 我们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深

刻认识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 是在进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保持战略定

力、 增强信心斗志， 努力把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

准确把握伟大变革，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准确把握理论自信，坚

持“第一议题”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

“第一政治要件”抓落实，始终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

极传播者、 忠实实践者。 要准确把握战略擘

画，深入实施“强省会” ，坚持“四主四市” 工

作思路，持续抓好“八个强” 重点任务，不断

夯实“五个方面”的党建保障，推动贵阳贵安

现代化提质提速、行稳致远。要准确把握自我

革命,永葆“赶考” 的清醒和坚定，持续向

“庸、懒、散、软、浮、推” 作风顽疾亮剑宣战，

不断巩固发展贵阳贵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要准确把握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推进

城市“一圈两场三改” 、农村“五治” ，加快

“十件实事”办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强化政治引领、 主责主

业、大局意识、党的领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

作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和在

参观“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

队建设成就展”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进一步加强思想认

识、人才共育、练兵备战、双拥共建，为推进强

军事业贡献更多贵阳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

义政党论坛的贺信、 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

贺信、 致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的贺信精

神，注重青年对外交流，加强与非商贸合作，

用好有关活动平台，持续推进对外交流合作。

要深入学习贯彻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重要要求，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

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

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贵安新区各

乡镇（街道）、贵阳贵安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

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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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学习贯彻省有关会议精神

调度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聂雪松石邦林陶平生参加

本报讯 8 月 4 日，贵阳市委常委会和贵

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

谌贻琴、省长李炳军走访慰问驻黔部队时的

指示精神，7 月 31 日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省“强省会” 工

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精神，调度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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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省有关会议精神，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准确把握改革的要

求、目标任务和关键环节，紧盯打造“15 分钟

生活圈”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

枢纽节点 2个“一市一示范” ，省委省政府明

确贵阳贵安牵头实施的 6项重大改革任务，用

好改革督查这个“杀手锏” ，切实将各项改革

工作统起来、管起来、担起来，不断将全面深化

改革推向纵深。要坚定不移推动“强省会” ，增

强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层层压实责任、

层层落实任务、层层传导压力，按照半年经济

工作会的安排部署， 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

度，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盯，一个环节一个环

节地抓，切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努

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会议强调， 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强化学习贯彻，一体学习、一体贯彻纪检

监察工作有关文件精神， 切实增强全面从严

治党的政治自觉， 全力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强化政治

监督，聚焦“国之大者” ，聚焦中心大局，聚焦

“强省会”行动等重点，增强派驻机构的独立

性和权威性， 切实加大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行为的查处力度， 进一步促进各类监

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真正形成常态长效的

监督合力。 要强化反腐倡廉，坚持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推动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

漏洞、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

理想信念宗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 要强化作风整肃，深入推进“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 年“六个大力整治” ，以持续

整治“庸、懒、散、软、浮、推” 作风顽疾为突

破，用好典型通报、融媒问政等方式，引导督

促党员干部坚决做到靠作风吃饭、 拿数字说

话、凭实绩交卷。 要强化责任落实，扭住责任

制这个“牛鼻子” ，狠抓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

责” 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以强有力的执纪

执法、追责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把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落实落细。

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贵安新区

各乡镇（街道）、贵阳贵安有关部门和企业负

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胡忠雄主持召开贵阳贵安“一市一示范”改革试点专题会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19次会议强调

以“1+1+6” 重点改革为牵引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8 月 4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胡忠雄主持召开贵阳贵安“一市一示范” 改

革试点专题会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牢牢抓住

新国发 2号文件重大机遇， 全面落实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以“1+1+6” 重点改革为牵

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好建设

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排头兵。

贵阳市、贵安新区领导刘本立、唐兴伦、

王嶒、毛胤强参加。

在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 胡忠

雄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 是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贵阳贵

安各级各部门要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的高度，切实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行动自觉，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

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充分释放改革红

利，为奋力谱写新时代“强省会”新篇章提供

强大活力动力。

胡忠雄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整体谋划和重点部署，

强化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要完善顶层设计，对标对表中央、省委改革决

策部署，科学谋划改革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

和工作机制，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

对性，使改革更好符合发展需要、基层期盼、

群众诉求。 要加大全面统筹，坚持改革“一盘

棋” 的整体思维，市委改革办要充分发挥统

筹协调、督促推动的作用，分管领导要抓好分

管领域改革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和牵头单位

要抓好本地区本领域重大改革任务， 确保党

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要

落实领导责任， 完善改革领导决策和推动落

实机制，各级各部门“一把手” 要把改革工作

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以责任落实推

动改革任务落实。 要打造改革品牌，围绕“强

省会”“四主四市” 战略、“八个强” 重点任

务，强化经验总结、成果提炼，努力打造更多

叫得响、立得住、有重大影响力的改革品牌。

要作出改革贡献，围绕“地、人、钱、权” 等要

素，在深化农村“四块地” 改革、“四房” 联

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作风

整肃等方面出实招、见成效，以更有效的改革

举措和更有力的工作作风， 在全省建设西部

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中发出最强音、 作出

新贡献。

息烽县、开阳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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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成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