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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烟花爆竹
乘坐公共交通最高罚1千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我市召开2017年度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参政议政调研协商座谈会

唐良智出席

广告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12 日召开会
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
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
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
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
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
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
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
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
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
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
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
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
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
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
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
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
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好发
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
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
为宪法规定。党中央决定用一次
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
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
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
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
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法按照
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
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
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
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
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系列访谈

酉阳乡村振兴有三大抓手 让百姓走上致富路

日前，有近万人服用了一种新药“手术刀”而告别了
前列腺疾病。这是一种新型的治疗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等的特效药物。从而避免了手术带来的痛苦，轻松的
治疗各种前列腺病了。至此，前列腺的治疗迈出了惊人
一步！

医学专家称该药为口服“手术刀”。令人不可思议
的是，它能攻克普通药物无法穿透的前列腺治疗屏障
——脂质包膜。药力二十四小时持续作用病灶。服用
几小时后，即可感到排尿有力、流量大、顺畅、尿液呈深
棕色，滴沥现象减轻，小腹坠胀痛、阴囊潮湿等症状明显
好转，当天症状减轻，十天小便正常，3-5疗程“挖”掉前

列腺疾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根”，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肥大等各种前列腺疾病彻底康复。

郑重承诺：我们不谈缓解症状，我们只谈治疗，治疗
你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快速消除尿频，尿急，
尿不尽，尿等待，尿线细，小腹胀痛，排尿疼痛，夜尿频
多，阴囊潮湿等症状。5天无效，退货退款，不多花一分
冤枉钱。同时为本报读者申请30个救助名额：买5个疗
程送5个疗程，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详询：。望病友
相互转告。 粤药广审（文）第2015010208号

免费咨询热线：400-8631-889
（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优惠代码：）

前列腺病有了口服“手术刀”

据重庆日报消息 1月12日，
我市召开2017年度市级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
调研协商座谈会。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陶长海主持会议。

会上，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创新驱动
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民企自主创
新品牌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人才服务体系完善、轨道交通安
全监管、页岩气绿色勘探开发及
示范区建设、文化产业品牌建设、
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阐述
调研成果，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良
智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
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党外
人士参政议政工作，陈敏尔书记勉
励大家“始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更
好发挥参政议政作用”。这次参政
议政调研课题，题目选得好、问题抓
得准、建议提得实，相关部门要积极
采纳、主动对接、迅速落实。

唐良智指出，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市委决策部署，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推
动高质量发展，是市政府今年的
重点工作任务。希望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增强参政议政意识，提高
参政议政能力，彰显参政议政成
效，建更睿智之言，献更务实之
策，更好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唐良智强调，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大力支持和保障参政议政工
作，落实好“党委出题、党派调研、
政府采纳、部门落实”调研制度，
及时转化落实调研成果，奋发有
为做好工作，拥抱新时代、践行新
思想、实现新作为。

市级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吴
刚、沈金强、陈贵云、张玲、屈谦、
李钺锋等参加座谈会。

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公安局治
安总队表示，2月 15日至3月 2日（即
除夕至元宵）每日上午 7时至次日凌
晨 1时，主城市民可以在限制燃放区
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如在禁止燃放的
时间、地点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的罚款。

据介绍，对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
共汽车、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工
具的，或者邮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
的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的，没收烟花爆竹，可以并处200元以
上 1千元以下的罚款；临时销售点不
得向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烟
花爆竹，违反规定将处50元以上100
元以下罚款。

14个区县农村幼儿园孩子
有了18份在园午餐推荐食谱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重庆商报讯 农村学前教育儿童
每天吃什么、吃得好不好，将有专门的
食谱可参考。昨天，市教委下发《关于
印发重庆市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推荐食谱（试行）的通知》，要求
14个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
计划的区县，向学前教育儿童增加 4
元营养膳食补助，参考推荐食谱为幼
儿供餐，提高幼儿园供餐质量。

市教委表示，本食谱参考《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中关于学龄前儿童的膳
食建议，以幼儿园小班（3岁）、中班（4
岁）和大班（5岁）幼儿能量及营养素需
要量为依据进行设计，特制订18份满
足不同供餐方式幼儿园的参考营养食
谱，所提供食物量基本能满足学前儿
童在园的午餐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需
求，食用油的建议摄入量为每名儿童
15~25g/天，盐的推荐摄入量为小于
3g/天。

重庆八中公招22名教师
要求在校期间得过奖学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重庆第八中学向全日制普
通高校 2018 年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
22名语数外、物理、化学等12个科目
的教师。

本次招聘范围包括应届研究生和
应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等，且都要求
在校期间需获得过奖学金。1月19日
（周五）上午进行第一轮报名，地点在
渝北区人力社保中心，逾期不再补
报。需要提醒的是，公开招聘的人员
须在招聘单位服务 5年以上，未满服
务期的，不得向区外流动，否则解除聘
用合同，终止人事关系，并承担相应违
约责任。

重庆商报讯 昨天，市气象台预
计，周末两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阳光或再度现身，最高气温持续在
14℃左右。

■未来三天天气
今天：各地阴天间多云。大部地

区 气 温 3~12℃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 1~
10℃。主城阴天间多云，7~11℃。

明天：各地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
霜冻。大部地区气温-1~15℃，城口及
东 南 部 -4~14℃ ；主 城 多 云 间 晴 ，5~
13℃。

后天：西部和偏南地区阴天有零
星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转阴天。大部
地 区 气 温 3~14℃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0~
12℃。主城阴天有零星小雨，8~10℃。

周末两天好天气
主城最高温1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吊脚楼、石板路、乌江水，
还有古往今来的故事，让不少
过客，成了这里的常住民……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酉阳县，年
游客接待量突破千万大关，旅
游综合收入达50亿元，300多
种特色农特产品畅销全国，带
动11万多贫困群众脱贫。走
进新时代的酉阳，如何激荡新
气象成就新作为？日前，酉阳
县委书记陈文森向商报记者畅
谈了酉阳的发展。

落实十九大
坚持绿色发展战略

重庆商报：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酉阳在落实
方面有一些什么做法？

陈文森：党的十九大以后，
我们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
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从酉阳的
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深处武陵山
腹地，但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生态非常好，森林覆盖率

达 57.5%，旅游业已初见成效。
在这些基础上，我们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绿色
发展战略，以脱贫攻坚工作为统
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大力发
展特色效益农业、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同步推进生态旅游、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镇融合
发展。

交通建设
主城将实现1.5小时到酉阳

重庆商报：作为酉阳的一张
名片，古老的龚滩正在焕发新的
活力。不少外地人辞去工作，不
远万里走进古镇创业。是什么
样的规划，让这些创业者这么有
信心？

陈文森：是基础设施，特别
是交通。目前，我们许多优质旅
游资源，比如龚滩古镇、阿蓬江
国家级湿地公园，要发展全域旅
游，“快进慢游”的大交通体系支
撑还不够。所以我们正在按照
市委五届三次全会要求，实施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计
划。比如，渝湘高铁、酉阳至彭
水高速今年将开工建设。渝湘
高铁一旦建成，主城到酉阳的时
间将从 4 小时缩短到 1 个半小
时。同时，我们还将大修旅游
路、小康路，把县域内交通路网
织得更密。

乡村振兴
让百姓走上致富路

重庆商报：旅游的发展和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是密不可分
的。央视纪录片《辉煌中国》第
五集《共享小康》中便提到了酉
阳县花田乡，他们在乡村振兴方
面做得怎样？

陈文森：花田梯田所在的何
家岩村，之前是一个贫困村，现
在已经成为知名景区，每年涌入
游客3万多人，花田贡米也卖到
31元一斤，村民们要么吃上了旅
游饭，要么种上了有机米，不仅
脱了贫还富起来了。在酉阳，乡

村旅游、特色效益农业、农村电
商就是乡村振兴的三大抓手。
乡村旅游上，我们把278个村居
纳入大桃源旅游景区统一规
划。效益农业上，突出绿色、生
态、有机方向，大力发展中药材、
山羊、青花椒、油茶、茶叶等特色
优势产业。农村电商上，构建起
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
培育网店 1200 多家，让农产品

触网，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交易。

脱贫攻坚
下派130个“第一书记”

重庆商报：现在酉阳还有两
个深度贫困乡、30 个深度贫困
村。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酉
阳打算怎么干？

陈文森：现在各方帮扶力量
都在向我们倾斜。要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内因起决定作
用，我们尤其注重将扶贫与扶
志、扶智紧密结合起来，把全县
优秀的干部都汇聚到扶贫战场，
在各部门选派 130 名特别优秀
的副职或中层党员干部到 130
个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
6097名帮扶干部进村入户，聚焦
区域贫困，全力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找准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经
济；聚焦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经济、壮大集体经济；聚焦
贫困户，在精准落实到户政策的
同时，帮助贫困群众找就业岗
位、谋致富门路，引导他们勤劳
致富、勤俭持家，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竹

龚滩古镇 李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