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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便

捷高效回应群众关切，减轻基层负担，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开通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征集四个

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

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

索；二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的问题线索；三是因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市

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改进政府

工作的意见建议。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www.gov.cn）或下

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栏，也可

以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 ”小 程 序 提 供 线 索 、反 映 问

题、提出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

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进行汇总整理，督促有关地方、

部门处理。对企业和群众反映

强烈、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线

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直

接派员督查。 （紧转02版）
国 务 院“ 互 联 网 +
督查”小程序码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日前开通
线上了解情况听取建议 线下督查整改推动落实

新华社青岛 4月 23日电 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出席在青岛举行

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奥帆中心

码头，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高礼

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旗迎风飘

扬。来自 61 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齐聚检

阅舰，共同等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 时 40 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帆中心

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习近平检阅海军仪

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 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兵海

域。

此刻，人民海军 32 艘战舰威武列阵，战机

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 13
国海军 18 艘舰艇整齐编队。

14 时 30 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

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

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激昂的《分列式进行

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

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母群破浪驶来。

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 1949 年 4 月 23 日

从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在党的指引

下，一路劈波斩浪，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有

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

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官兵

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们好！”“主席

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军乐作

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

回答相互激荡，统帅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军建设

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发出“努力

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号召。

人民海军正以崭新姿态阔步向前、逐梦海天。

15 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庆典活

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特

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世界各国海军友好交流

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律宾、

孟加拉国、文莱、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代满旗，按照作

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序，以吨位大小排列，

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国海军

代表团团长在检阅舰后甲板就座观礼。

15 时 30 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

声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圆

满结束。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参加活

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4 月 23 日，

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邵革军主持

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

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统

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邓正权，市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冯发贵出席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

二、三、四次会议精神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

一、二次会议精神；审议了《中共遂宁市委财

经委工作规则》《中共遂宁市委财经委办公室

工作细则》；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5+2+1”
产业发展和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按

照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全力推动全市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态势，顺利实现了“开门红”。同

时，我市还面临着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不牢

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压力依

然严峻等问题，全市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始

终以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强烈的责任心，坚持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确保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把握形势，提振经济发展信

心。要认清发展大势，深入研究剖析当前经

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经济工作，努力在

“形”与“势”的驾驭中把准方向，在“危”与

“机”的转换中抢抓机遇，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4 月 23 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主持召开市政

府 2019 年廉政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市政府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邓正权指出，全市政府系统要进一步提高

政 治 站 位 ，切 实 增 强 做 好 廉 政 工 作 的 自 觉

性。要坚决讲政治重廉政，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策部署，确

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强化本领抓廉政，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自我学习、自我锤炼，不

断增强廉政工作意识，切实提升廉政建设本

领。要敢于担当强廉政，严格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既要全面服从配合纪委监委

的廉政工作相关要求，也要强化责任担当，积

极主动作为。

邓正权强调，要强化纪律规矩，努力建设

务实高效的廉洁政府。要把作风建设扛在肩

上，坚决有力、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省、市“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持续

开展“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作风整治，不

断推进政府效能建设。要把监管责任落到实

处，管好用好公共资金，强化项目建设管理，

加强国资国企和金融监管，严格规范公共资

源配置交易，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放管服”改

革推向深入，坚决把减税降费等重大政策措

施落实到位，深化商事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

邓正权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要进一步压实主

体责任，全市政府系统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强对

本单位干部职工的廉政教育、日常管理和监

督约束，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

自过问、重点任务亲自督办； （紧转02版）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侯跃） 4 月 22
日-23 日，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

杨勇带领省扫黑除恶调研组莅临遂宁，通过

实地走访、交流座谈等方式，调研督导我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市委常委、市委

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陪同调研。

汇报会上，听取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情况后，杨勇指出，遂宁全市上下高度

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态度坚决、组织有

序、措施有力，在建章立制、成果巩固等方面

作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今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进展顺利。

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他要

求，遂宁要深刻领会，提高站位，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全力侦办涉黑涉恶重

大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彻底摧毁黑

恶势力经济基础，坚决查处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要迅速行动，真抓实干，认真做

好迎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回头看”工

作。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何光华）4 月 23
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德福主持召开

市政协七届 32 次主席会议，学习《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听取全市

民营经济发展情况通报，审议《政协遂宁市

委员会 2019 年重要工作安排》等有关事项。

会议学习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

全责任制规定》。会议指出，市场监管局等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安全

责任，强化协作联动，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市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规

定》精神，为加强食品安全献计出力，进一步

强化民主监督，全方位加固食品安全监管防

线。

会议听取了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

通报。会议强调，市经信局要发挥好统筹协

调作用，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深水，对现有

重点企业吃透情况、找准问题、破解难题，加

快民营经济发展。政协要发挥人才荟萃、智

力密集、联系面广的优势，一如既往地支持

和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要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4 月 23 日，

“书香遂宁·畅享悦读”2019 年全民阅读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心商业区广场举行。活

动旨在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更好地建设书香遂宁。

启动仪式宣读了全民阅读倡议书和《关

于开展遂宁市第四届“书香家庭”和“全民阅

读示范单位”评选活动的通告》，通报表扬了

2018 年度全民阅读工作先进集体，并为其颁

发荣誉证书。启动仪式还为市地方志办、市

档案馆、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川职院图书馆

赠送《遂宁县志校注》和《遂宁史画》；在同时

进行的《遂宁史画》首发式上，（紧转02版）

4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

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图为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

习近平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4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70 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青岛举行

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图为习近平检阅舰艇编队。

邵革军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发展信心
推动全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邓正权冯发贵出席

邓正权主持召开市政府 2019年廉政工作会议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纪律规矩
努力建设务实高效廉洁政府

省扫黑除恶调研组调研督导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要求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市政协七届 32次主席会议召开
听取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通报等有关事项

“书香遂宁·畅享悦读”2019年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昨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