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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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唐良智王炯出席

8 月 15 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
意见整改总体情况及基层党建重点领域整
改情况汇报，
进一步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政协主席王炯，市领导
张鸣、陈雍、刘强、王赋、李静、胡文容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市委巡视整改办和市委组
织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党委等的
汇报。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
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巡视整
改工作指明了方向。去年下半年以来，市
委对抓好整改的态度是鲜明的、决心是坚
定的、要求是严肃的。全市上下紧紧围绕
把总书记“两点”定位、
“ 两地”
“ 两高”目标
和“四个扎实”要求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
上，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坚决整改、全面整

改、彻底整改，整改落实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全市政治生态、干部精神状态和经济社
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
深入抓好巡视整
改是对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
的重要检验，
是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
是重整行装
再出发、推动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的重要保
障。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深
入抓好巡视整改，
纠偏补缺、正本清源，
持续
净化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台账式、清单
化推进巡视整改，逐条对照梳理，加强动态
管理，完善工作举措，做到不回避、不漏项，
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要注重
举一反三，
由此及彼、由点及面，
统筹解决好
共性问题、个性问题，
深化巡视成果运用，
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
发挥巡视标本兼治的战略
作用。要强化领导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
担好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
继续紧盯问
题、任务、责任三个清单，
确保巡视整改工作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陈敏尔强调，巡视是加强党内自身监

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更加扎实有效
地做好我市巡视工作。要坚定不移深化政
治巡视，把监督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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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情况摆在首要位置，督促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在原原本本学、结合实际做上下
功夫，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市委
提出的“三个确保”政治承诺。要贯彻中央
巡视工作方针，突出问题导向，弄清问题性
质、找到症结所在，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水平。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坚持从巡视反馈开始抓整改，紧扣关键
环 节 ，明 确 整 改 要 求 ，增 强 针 对 性、实 效
性。要坚持分类指导、精准处置，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精准化问责促进
履职尽责。
陈敏尔强调，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滚石上山的
劲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不动摇，层层传导压力，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
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要
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党建工作，加强系统研
究，解决突出问题，与时俱进提高党的建设
质量。加强高校党建工作，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严格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强化高校基层
党组织建设。加强国企党建工作，建好班
子、带好干部、抓好基础，坚决遏制国企腐
败蔓延势头。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加
大村“两委”班子建设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力度，强化基层党建投入保障，严管厚爱基
层干部。要着力消除存量、坚决遏制增量，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深入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整治“四风”，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
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据重庆日报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8 月 15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政协主席王炯会见了全
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市领导王赋、张玲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代表市委、市政
府、市政协向梁振英来渝表示欢迎。陈敏尔
说，
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发挥东南西北四个
方向通道、铁公水空四种方式联运优势，努
力在西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增
强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把重庆好山好水保护好、山
城江城建设好。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推
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领经济转型
升级。统筹抓好城市提升、乡村振兴两个基
本面，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重庆与香港交流
合作密切，希望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经贸、物
流、
旅游等领域加深合作、
共同发展。

红石路公交优先道昨日正式运行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重庆市交巡警
总队获悉，经多部门实地检测验收，红石路
公交优先道已符合通车条件，并于昨日正
式联网运行。

提高公交车运营效率
红石路公交优先道起点为江北区大石
坝公交车站，终点至红旗河沟立交，单向全
长 4.3 公里。从大石坝公交站起，途经首创
鸿恩、大庆村、航天职大、花卉园，抵达红

石桥铺到小龙坎方向公交优先道下周联网

旗河沟西。全路段设 13 个港湾式停靠站、
21 条公交线路，共有 539 辆公交运力参与
运营。
目前，两江公交公司通过调整、合并
等 措 施 ，对 133 线 、183 线 、205 线 、245
线 、270 线 、605 线 、815 线 、863 线 、865
线、881 线等 10 条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
并对大石坝、花卉园、红旗河沟西等 3 个
公交车站进行站点优化。一系列优化措
施，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公交覆盖率，并最
大限度利用公交优先道提高了公交车辆
营运效率。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何浩）
昨日，渝中区举办 2018 年渝中区招商引资
项目签约仪式。重庆晚报记者在签约仪式
上获悉，渝中区与天弘基金、深圳华讯方
舟、上海鑫凯投资等就 70 余个招商项目签
订合作协议，项目投资额 350 亿元，主要涉
及现代金融、高端商贸、文化旅游、专业服
务、健康医疗等多个领域。
此次签约的重点项目中，重庆天弘熙
延晟鑫股权投资基金由全国最大的公募基
金——天弘基金发起设立，主要以政府类
基建项目、资产证券化项目以及行业类的
股权并购项目为投资方向；华讯方舟科技

市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该条公交优先道建成后，一可大幅
缩短沙坪坝至江北红旗河沟、观音桥片区
的公交通行时间；二是实现了红石路沿线
至红旗河沟轨道站点的公交优先道与轨道
交通的无缝接驳。

往来沙坪坝江北更方便

纳入常态化严管整治

市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红
石路西接石门大桥、
东接红旗河沟立交，
是连
接沙坪坝区至江北片区的重要通道，
早晚高
峰时段公交客流量非常大。为让跨组团地面
公共交通快起来，
结合道路客观条件、
公交客
流量等实际情况，
本次规划的公交优先道并
没有直接贯通沙坪坝区，
而是从红石路作为
起点，
途经松树桥至红旗河沟立交，
以缓解公
交通行量最大、
通行耗时最多的这一段。

为保障公交优先道内车辆通行的效
率，交巡警将继续深度常态化开展公交优
先道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整治，本次开通
的公交优先道也将纳入严管整治范围。
据了解，下周从石桥铺到小龙坎方向
的公交优先车道也将开通。接下来，还有
十几条公交优先道以大约每两个星期开通
一条的频率陆续的开通，市民今后坐公交
出行将更加方便。 都市传媒记者 余珂静

渝中昨日签约 70 余个项目总投资 350 亿元
有限公司作为高频段频谱技术研究与应用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全球领先的移动
宽带网络综合服务商，拟投资 200 亿元与
渝中区政府合作打造大数据智能产业项
目；上海鑫凯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集文旅项
目开发、城市风貌打造、城市产业投资和运
营服务的综合性投资企业，拟投资 20 亿元
与渝中区政府合作打造城市景观及特色商
旅文融合开发及运营项目；深圳万润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中、高
端 LED 光源器件封装和 LED 应用照明产
品提供商，拟投资 10 亿元与渝中区政府合
作打造旗下的中筑天佑重庆总部项目。
此外，协信星光广场、环球购物中心、
大都会东方广场等高端商业载体，积极参
与招商引资，引进凯悦酒店、可口可乐体验
馆、当当网及超级物种新零售体验店等业
态，推动商圈传统商贸产业提档升级。
记者了解到，
这次签约还引进了阿里巴巴

梁振英对重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
说，
重庆是西部重镇。当前，
重庆发展势头很
好、
活力很强，
潜力巨大。将促进港渝两地更
深层次、
更广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等建设，
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据重庆日报

1688智慧朝天门市场项目。阿里巴巴授权由
重庆金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独立法人，
依
托 1688 网站，
开通智慧朝天门市场专区，借
助网络优势资源推动朝天门市场转型升级。
据悉，截至今年 7 月，渝中区全区招商
引资共签约及落地项目 713 个、投资总额
360 余亿元。其中，签约市外招商项目 80
个、签约投资额 246.57 亿元，重点在谈项目
356 个、预计投资额 8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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