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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

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 132 人，列席 221 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回顾 2018 年纪检监察工作，总结改革

开放 40 年来纪检监察工作经验，部署 2019 年任务，审议通

过了赵乐际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忠实履行党

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工作报告。

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

致认为，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

果，深刻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永葆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贯彻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讲话高瞻远

瞩，思想深邃，直面问题，掷地有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高度自觉，具有

鲜明深刻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纪检

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寄予殷切期盼，提出明确要求。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重要政治

任务，要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统一思想认识，忠诚履

职尽责，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全会指出，2018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融会贯

通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推动纪

检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紧转03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9年1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四川日报讯 1 月 13 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省政协主席、开幕会执行主席柯尊平主持会议。开幕

会执行主席崔保华、钟勉、张雨东、王正荣、赵振铣、陈放、

林书成、欧阳泽华、祝春秀、王建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

省委副书记邓小刚，西部战区空军政委姜平等到会祝贺，

并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 870 人，实到 831 人，符合规定人

数。

上午 9 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

大会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议程。

崔保华代表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报告指出，一年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坚强领导和全

国政协的有力指导下，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

循，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坚持省委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充分发挥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本届政协工作

实现良好开局，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总结了 2018 年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在做好政协各

项工作的同时，重点抓的四件大事。一是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坚持以学习强化理

论武装、引领履职实践。二是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牢

牢把握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新部署新要求，

引导广大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三是坚持更好服务治蜀兴川大

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履职的目标导向，着力提高政协工作

质效，以高质量履职更好服务全省中心大局。四是坚持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这

一根本政治原则，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政协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全面加强。

报告回顾了省政协常委会过去一年所开展的主要工

作。一是紧扣中心大局建言资政，协力我省转型发展、创

新发展、跨越发展。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协力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

展。四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治蜀兴川事业发

展的正能量。五是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

报告提出 2019 年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维护核心、永跟党走；二是紧紧围绕中心履职，精诚出

力、助推发展；三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情系民生、合力攻

坚；四是积极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增进共识、促进团结；五

是突出政协党建引领，提升能力、增强本领，不断推动政

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欧阳泽华代表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向大会报告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2018 年，共提交

提案 1211 件，立案 982 件，立案率 81.09%。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办复 971 件，办复率 98.88%。

彭清华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彭清华介绍了

过去一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治蜀兴川事业取得的新

成绩。他指出，一年来，省委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支

持政协依法遵章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进一步形

成了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社会关注的

良好格局。全省政协各级组织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紧扣全省中心大局和重点任务积极协商议政、倾情献智

出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取得新成效，为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清华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重要一年， （紧转02版）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开幕会听取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彭清华讲话 尹力邓小刚姜平到会祝贺 柯尊平主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波 杨小东 何光华）1 月 13 日上

午，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遂宁代表团在驻地召开

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省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邵革军为遂

宁代表团团长，推选省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邓

正权和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为副团长。

会议传达了“两会”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和省人代会代

表团党员召集人会议、各代表团工作人员负责人会议精

神。会议审议了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名单草案、议程草案。

邵革军指出，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是全省人民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

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神状态，集中精力参加好大会

全体会议和代表团会议，结合四川和遂宁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认真审议各项报告，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要依法

认真履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履行代

表的神圣职责，确保大会顺利通过各项报告决议，圆满完成

选举任务。要严肃纪律规矩，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省委

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大会秘书处对大会的具体

要求，准时参加大会全体会议和代表团会议。

在随后召开的代表团党员代表会议上，推选邵革军

为遂宁代表团临时党支部书记，邓正权、刘云为副书记。

邵革军指出，各位党员代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以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引导

党外代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的各项要求上来，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紧转03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1 月 11 日，市委召开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会议邀请了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

超作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邵革军，市政协主席刘德

福，市委副书记冯发贵参加学习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涂虹主持学习会。

孟凡超是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更是我们遂宁人的骄

傲，1978 年从遂宁中学毕业后考入重庆交通大学桥梁与隧

道专业深造。大学毕业后，孟凡超先后主持、组织、参加完

成了厦门海沧大桥、南京长江第三大桥等 20 多项国内外

特大型桥梁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特别是他主持设计的港

珠澳大桥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

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中国超级工程”“世界第八奇迹”。学习会上，孟凡超围

绕“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这一主题，从前期规划、设

计施工、技术创新、重大意义等四个方面，为大家作了一场

主题鲜明、论述全面、内容丰富的精彩报告，有思想、有深

度，让人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交通强国、强

省战略的深刻内涵，切实将孟凡超的精彩讲授转化为加快

构建全市东西畅达、南北贯通、通江达海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的积极行动。要按照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决策部

署，加快推进成遂南达万高铁、绵遂内城际铁路、遂德高

速、成南高速扩容、遂宁至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快速路、安居

机场等重大项目，提高互联互通水平，为加快建设成渝发

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更多力量。

在家的市委常委、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各县（区）、市直

部门、市属及其以上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会。

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
孟凡超作辅导报告 邵革军刘德福冯发贵参加

遂宁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推选邵革军为代表团团长 邓正权刘云为副团长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今日在成都开幕

遂宁代表团代表信心满怀赴盛会
本报成都讯 （全媒体记者 姚波 何光华 杨小东）

1 月 14 日至 19 日，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1 月 12 日，参加此次盛会的遂宁代表团代表陆续抵达会

议驻地。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肩负 370 万遂宁人民的重

托，把“遂宁声音”带到全省盛会上，将依法履行神圣职

责，反映百姓所需所盼，积极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

肩负人民重托，心系百姓梦想。在遂宁代表团驻地

报到处，代表们精神抖擞、激情满怀，依次登记报到、领

取材料。作为遂宁代表团唯一一名教育领域的代表刘

鸿杰说，这次既要为基层教育发声，也要关注民生领域

的保障措施，希望省政府从政府层面加大对基础教育，

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资金投入，同时要关注农村

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紧转03版）

1 月 1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019省两会特别报道

记者调查“观音湖国家湿地公园报批推进滞后”情况

收到通报“加紧改”
推进工作“再提速”

我市在蓉举行“遂宁邀您来过年”新闻发布会

春到遂宁 节有余庆
——遂宁邀您来过年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1 月 1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开幕。来自各党派团体、各族各

界的省政协委员齐聚蓉城，共谋治蜀兴川发展大计。我

们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团结动员各条战线、各个方

面、各族群众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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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四

次全会战略部署，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018 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推动四川各项事业取得新

的成绩。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在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

共四川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

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充分发挥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抓大事议大事，

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协力增进民生福祉，为推

进四川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转03版）

凝心聚力奋力谱写治蜀兴川发展新篇
——热烈祝贺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