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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31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推进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举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重要保障，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
对我军的一次制度性重构，关系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关系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强化使命担当，
强化系统集成，强化创新突破，强化军
地合力，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凝心
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把新时代强
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
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
的祝贺！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谭亚东同志就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了讲解，并谈了意
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把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
率先开展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压茬
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有
效解决了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实现我军组织架
构历史性变革、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重在解决同新时代、
新使命、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政策性问
题，这一步必须走好走实、善作善成。

习近平指出，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
革工作会议以来，军队各级周密组织、
全力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积极配合、
大力支持，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扎实有效
推进。要聚焦改革目标，抓住机遇，坚
定信心，保持定力，迎难而上。要把统
一思想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有针对性搞

好宣传教育，加强舆论引导，引导大家
坚定自觉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
革，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特殊复杂性，把系统集成作为一个
基本理念和原则牢固确立起来。要处
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各项
改革都要在军事政策制度体系框架下
加以推进，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
衔接，确保改革整体联动，发生“化学反
应”。要把握主次关系，区分轻重缓急，
对关系备战打仗全局、涉及体系运行关
节、有利于提升官兵获得感的改革，要
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要把握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局，把解决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统一
起来，确保改革三大战役相互衔接、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

习近平指出，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
革力度大、创新性强，要解放思想，坚决
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障碍，

善于谋新策、出新招、走新路。要深入
研究论证，加强重大问题研究，把情况
查明、把症结找准、把对策定实，确保改
革改到点子上、改出高质量。要坚持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新经验新创造，要及时总结提
炼，在政策制度层面固化下来。要做好
改革评估工作，加强改革举措评估、改
革风险评估、改革成效评估，确保各项
政策制度切合实际、行之久远。

习近平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是军地双方共同的任务，要增强全局
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形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中央和国
家机关要一如既往把推进军事政策制
度改革作为分内职责，把该担的责任
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军队
要主动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
调，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精准提出任务
需求，齐心协力把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落到实处。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7 月 31 日，
市委副书记段再青主持召开防汛减灾
工作紧急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彭
清华、市委书记廖仁松有关批示精神，
部署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要求各地各
部门把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降
雨量较往年同期偏多，7月以来更是大
雨、暴雨接连出现，局部洪涝偏重，防
汛减灾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当前防汛减灾工作的严峻性复杂
性，时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牢固树
立“防范胜于救灾”的意识，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
状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
一步加强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会议要求，一是政治站位再提
高，坚决扛起防汛减灾重大责任，坚
决打赢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这
场硬仗。二是着力重点再聚焦，抓实
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
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处置，加强抢
险救灾准备，细化措施，精准施策，科
学组织，把各项工作一项一项抓实抓
细，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三是领导责任再强化，时刻做
好防范应对准备，严明工作纪律，层
层压实责任，严肃工作纪律，严格督
查问责，确保全市防汛减灾工作有力
有效推进。

副市长周月霞、雷刚出席会议并
安排了全市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

我市召开防汛减灾工作紧急会议
段再青主持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7 月 31 日，
记者从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90%以上。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大行动”，全力推
动农村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村庄清
洁行动，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90%以上。截至 7 月底，全市
完成了 164 个聚居点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建设；无害化厕所改造已开工 34518
户，其中完成改造 27444 户，占全年目
标任务的 35.8%；完成厕所改造民生实
事工程任务 9734 户，占全年目标任务
数的 54.1%；建成异位发酵“零排放”示
范小区 6 个、“零排放”模式标准化养

殖小区 29 个，完成了 50 个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提升工程，全市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3.7%；累计清理垃
圾 6 万余吨，清理沟塘淤泥 2000 余吨，
清除残垣断壁 4000 余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截至目前，全长1.41公里的成资渝高速公路资阳沱江特大桥引桥已完成92%工程量，主桥完成73%工程量，330米主跨采取挂篮式施工，正加快推进，预
计年底前大桥主体全面完工。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7 月 30 日至 31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成都平原经济区 8市

（含成都、绵阳、乐山、德阳、眉山、雅安、遂
宁、资阳）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成
资同城化及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唐川平，全国人大代表、资阳市委副
书记、市长吴旭等 43名人大代表参加调研活
动，省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主任王天福到会
指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参加调研并
主持座谈会。

30日，人大代表们先后前往天府国际空
港新城规划展览馆，详细了解空港新城的总
体规划和天府奥体城、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等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情况；在天府国
际机场，实地调研新机场航站楼、场内综合
交通等项目建设进展；在临空经济区资阳片
区，调研成资同城化“头号工程”推进情况，
了解成资同城化发展工作情况，并前往资阳
高新区中国牙谷口腔孵化园和资阳口腔职
业学院，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情况。

在 3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成都市副市长
刘玉泉，资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铁分
别汇报了两市推进成资同城化及成渝城市
群协同发展工作。代表们围绕成资同城化
及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进行交流发言。大
家认为，通过两天的调研，看到了规模宏大
的新机场建设和充满创新思路的中国牙谷，
真切感受到了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
略在成资两市的落地落实，转型发展、高质
量发展、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期。并从夯实提升牙健康产业、加强标准
体系建设、扩大高端人才引进、加快成资同
城化发展等方面，为资阳高质量发展积极建
言献策。

市领导段再青、刘铁、王海波、文岳、陈
鸿、雷明、吴水波、刘廷安、倪勋参加调研或
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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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柳）7 月 31 日，全
省禁毒人民战争 2019 年中期推进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召 开 。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市禁毒委主任吴旭在会上作交流
发言，并在我市随后召开的全市禁毒
人民战争 2019 年中期推进电视电话
会议上讲话。

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吴旭发言
说，在禁毒工作中，资阳大力推行“1+
3”宣传模式，“1”即“中央、省、市”等主
流媒体，“3”即“互联网、农村大喇叭、

明星（行业示范人物）代言”三大途径，
多层次、多角度、多时段开展毒品预防
宣 传 教 育 。 强 化 管 控 排 查“ 四 个 延
伸”，在责任上向基层乡镇、村社延伸，
打通禁毒工作“最后一公里”；在排查
上向群防群治力量延伸，推动涉毒排
查常态化；在管控上向网上延伸，创新

“互联网+禁毒管控”方法；在能力上向
实战化延伸，分级分类开展禁毒大比
武。着力建强预防教育阵地和戒毒康
复阵地。下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任，深
化资阳模式，保持高压态势，突出重点
整治，强化戒治管控，坚决打赢禁毒人
民战争。

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吴旭强调，
要坚持以防为先、全民防范，强化全民
预防，探索毒品预防教育高效工作模
式，健全防范涉毒的社会网络。要坚持
以打为主、堵源截流，严厉打击制毒犯
罪、贩毒犯罪，切实防范制毒物品流失，

全力查控贩毒渠道、吸毒行为。要坚持
以治为重、切断源头，捣毁制毒窝点，严
防毒品原植物，严管涉毒场所。要坚持
以人为本、加强管控，加快戒治基础设
施建设，全员收戒吸毒成瘾人员，深化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要强化组织领
导、工作保障、督查考核，构建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
禁毒工作新格局。

市领导雷明、吴宗权、张光禄出席
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柳）7 月 31 日，全

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市随即召开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全市“防风险保安全迎
大庆”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
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吴旭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防风
险、保稳定的高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
实绷紧安全这根弦，“严”字当头，扎实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
红线底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要求，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
大检查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对重大
事故隐患和企业反复性存在的隐患，
要实行挂牌督办，确保整改到位。要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试点工
作，市安办要加强对清单制管理试点
工作的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要制
定部门责任清单，督导企业制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清单，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要持续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防范应
对，强化水库大坝、江河堤岸、城市防
洪等重大工程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会商研判，
强化值班值守，做好信息上报，完善应
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开展应急救援演
练，进一步提升应急能力。要维护社
会稳定和公共安全，扎实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持续抓好公共安全、禁毒
防艾、反恐防暴、打击犯罪等工作。要
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党政领导责任，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明晰部门监管责任，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实。

会上，副市长舒勇分析了全市上
半年安全生产形势，通报了我市安全
生产大检查和十大专项整治行动第一
轮综合督查发现的问题，安排了下半
年安全生产工作。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丹，市政
府秘书长孙智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资
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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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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