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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决定影响力

重庆市2018年春节团拜会举行
陈敏尔致辞 唐良智主持 张轩王炯出席

市委市政府召开迎春座谈会向老同志通报工作情况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通报情况 张轩王炯出席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据重庆日报消息 2月 12日，市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
对孙政才涉嫌犯罪提起公诉的通报精神。会
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
上来，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高法院、市检
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市级老领
导参加会议。

会上，大家结合学习中办通报精神的认识

和体会纷纷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
中央的决定，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始终严格要求
自己，对党忠诚老实，当好党内政治生态的“护
林员”，扎实做好重庆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孙政才政治野心和个人私欲极
度膨胀，“十个必须”条条触犯，“七个有之”样
样皆占，腐化堕落、触犯法律，是党的十八大后
仍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突出、群众反映
强烈、占据重要岗位的腐败分子典型，严重损
害党的形象，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严重损害法
律尊严，必须依法予以严惩。对孙政才涉嫌犯
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

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
本要求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充分体现
了我们党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
任何人有任何特权的坚强意志。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
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办通报
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
核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把“四个意识”
转化为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要对
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按
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以言代
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要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切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造福于人民。
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勇气和决
心，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大的工作力度，
按照“十破十立”的要求，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

据重庆日报消息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巴
渝大地洋溢着浓浓的年味。2月12日，重庆市
2018年春节团拜会在重庆大剧院举行。市领导
与我市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贺新春佳节。

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
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
学负责同志，驻渝部队军级单位军政主官，部
分老同志等出席。

团拜会邀请了民营企业代表，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胞、侨界人士、
劳动模范代表，英模、烈属代表，专家、学者代
表，科、教、文、卫、体代表，基层一线公安干警、

环卫工人出席。
陈敏尔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向所有关心支
持重庆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拜年，致以新年的
美好祝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美
丽的重庆蒸蒸日上，祝愿勤劳的重庆人民幸福
安康！

陈敏尔说，过年是盘点旧岁的时刻。过去
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征
程。一年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
向，全市上下以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主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工
作，重庆各项事业发展呈现新气象。成绩的取

得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各方全力支
持、热情相助的结果，是广大干部群众艰辛奋
斗、持续努力的结果。

陈敏尔指出，过年也是谋划新年的时刻。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的一年，我们要坚决
维护核心，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时时处处事事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一切行
动听党中央指挥、向总书记看齐。我们要更加
坚定信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推动高质量发
展。我们要始终不忘初心，把人民群众安危冷
暖时刻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让

全市人民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
续团结一心，重整行装再出发，最大限度地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汇聚起新时代重庆发展的满
满正能量！

陈敏尔、唐良智等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
新春祝福。团拜会上，大家观看了川剧《江
姐》，共同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大家表示，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市委各部委、市级国
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级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在渝高等院校、中央在渝有关单位、
市管企业主要负责人。

据重庆日报消息 农历新春佳节将至。2
月12日，市委、市政府召开迎春座谈会，向老同
志通报2017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大
家的意见建议，共商发展大计，共话美好明天。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通报 2017 年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
主席王炯，市领导吴存荣、王赋、胡文容出席会
议。张文彬、甘宇平、陈之惠代表老同志发言。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向出席座谈会的老同志和全市老干部
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陈敏尔说，广
大老同志政治站位高，思想觉悟高，饱含着对
党的忠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拥护，展现出良好精神状态，传递着满满正能

量，为全市干部群众作出了表率。我们要始终
铭记老同志们长期以来为重庆改革发展付出
的艰辛努力、作出的重要贡献、奠定的坚实基
础，不忘初心、不忘本色，更好地把握当下、走
向未来。

陈敏尔指出，2017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重庆发展进程
中不平凡的一年。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迎接和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把思想统
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责任担当起来、各项任
务落实下去，全市政治大局稳定、干群思想稳
定、社会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业绩、
呈现新气象。做好重庆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沉
甸甸的，信心是满满的。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
扣总书记“两点”“两地”定位和“四个扎实”要
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坚决肃清孙政
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拥抱新时代、
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陈敏尔强调，老干部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功
臣，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老干部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思想上高度重视，政治上充分尊
重，组织上全力保障，生活上周到服务，用心用
情把工作做到老干部心坎上，让他们身心愉快、
安享晚年。希望各位老同志、老干部永葆政治
本色，继续发挥优势，关心关注重庆各项事业发

展，为我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老同志在发言中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对市委、市政府工作
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衷
心爱戴习近平总书记，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支
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
色，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出席座谈会的市级老同志还有：章必果、
张忠惠、张国忠、肖祖修、赵海渔、程贻举、唐情
林、辜文兴、童小平、陈雅棠、陈万志、卢晓钟、
于学信、张忠厚、余敏等。市级机关部分离退
休干部，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重庆日报消息 2月 12日，市委书记陈
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紫光集
团董事长赵伟国。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李殿
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裁丁文武，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路军等参加会
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赵伟
国一行表示欢迎。陈敏尔说，当前，我们正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要求，在西
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生态环境，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紫光集团在集成电路等智能化产业方面
技术领先，与重庆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
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唐良智说，紫光集团、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华芯投资携手在重庆打造紫光芯云
产业城项目集制造与研发于一体，有利于重庆
进一步完善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将为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全力支持项目建设，加快推动项目落
地见效。

赵伟国说，重庆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

优势、生态优势突出，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城市，我们对重庆的发展充满信心。紫光将
加强与重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当天，重庆市与紫光集团、华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紫光集团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
见。

强化科研
大足石刻研究院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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