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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

日到来之际，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

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禁毒战线的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内和境外毒

品问题、传统和新型毒品危害、网上和

网下毒品犯罪相互交织，对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

害，必须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把禁毒工

作深入进行下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对国

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

态度，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打好禁毒人

民战争，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化禁毒

国际合作，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

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赵

克志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他

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以更

加坚定的决心、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

有力的举措，不断夺取新时代禁毒人民

战争新胜利。

会上，2015年以来在禁毒工作各条

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个先进集体

和10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云南省临

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深圳海关缉私局

侦查二处、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普

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境检查站和内

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血液保障科主任

陶迎春、江西省萍乡市禁毒志愿者协会

会长段华胜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

表作了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国

家禁毒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市县

禁毒委员会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等分别在主会场和

分会场参会。

习近平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厉行禁毒方针 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领导班子召开“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通过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

态，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市委书记张硕辅

主持会议。省纪委常委、一级巡视员郑仰

楷， 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谢忠保等到会

指导。

市委高度重视开好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前，市委领导班子紧扣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围绕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

工作，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 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

实际，认真开展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深入进行谈心谈话，精心撰写班子

和个人检视剖析材料， 为开好民主生活

会打下坚实基础。

会上， 张硕辅代表市委领导班子作

检视剖析，从思想政治建设，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省委“1+1+9”工作部署和

市委“1+1+4”工作举措，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

意见、审计涉及的整改任务、主题教育查

摆问题的整改落实，着力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等六个方面深刻检视问题， 深入剖

析原因， 提出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随

后， 市委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进行检视剖

析，深入查找讲政治、抓学习、促发展、严

整改、转作风、尽职责等方面问题，自我

批评直奔问题，相互批评有辣味，达到了

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目的。

郑仰楷在点评时表示， 这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主题鲜明、 准备充分、 聚焦问

题、态度认真、整改务实，是一次严肃认

真、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的党内政治生活

实践。希望广州市委领导班子更加自觉、

坚定践行“两个维护”，坚决落实、带头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针对查摆问

题抓好整改落实， 推动民主生活会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

张硕辅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市委常

委一班人要以这次民主生活会为契机，

以更大勇气更大担当奋力推进“双统

筹”、夺取“双胜利”，推动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一要践行“两个

维护”，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

忠诚。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敏锐性、坚定

的政治执行力、崇高的政治使命感，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二

要坚持知行合一， 进一步锤炼“看家本

领”、提升治理水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持续

深化“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落

实省委“1+1+9”工作部署，优化市委“1+

1+4”工作举措，以工作实效体现学习成

果。三要奋力攻坚克难，进一步履行职责

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毫不放松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深化推进城市更新九项重点工作，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令行禁止、有

呼必应” 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打造高品质的幸福广州、平

安广州、美丽广州、健康广州。 四要狠抓

整改落实，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实现自

我提高。 坚持思想更重视、举措更深入、

责任更严实，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

限、 落实整改措施， 高质量完成中央巡

视、审计、主题教育和民主生活会查摆问

题等整改任务。五要从严管党治党，进一

步净化政治生态、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氛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建立健全干部

担当作为激励机制，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

反腐惩恶，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主要负责同

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广州市委领导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为夺取“双胜利”提供坚强保证

张硕辅主持会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任

宣）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6月23日在广州召开，会期一天。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玉妹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徐少华主持第

二次全体会议，黄业斌、罗娟、吕业升、王衍

诗、王学成、王波出席会议。 3名常委会组成

人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全体会议。 副

省长陈良贤、 省法院院长龚稼立和省检察

院检察长林贻影列席会议。 21个地级以上

市人大常委会以及深圳、汕头、茂名、清远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通过在线交

流平台远程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深圳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茂名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清远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深圳市安全管理条例〉等十三项法规

的决定》《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汕头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和

〈汕头市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

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广东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张虎辞去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 免去刘小涛的广东省人

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任命叶牛平为广东省

人民政府秘书长； 免去王瑞军的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任命龚国平为广东省

科学技术厅厅长； 免去林秀玉的广东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表决通过其他

人事任免事项。

会议还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

《广东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管理

规定

（修订草案 ）

》的说明；听取和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广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实施情况、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办法》实施情况、检查未成年人保

护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等报告；听取和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关于2019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完成会议议程后，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组织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

宪法宣誓。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建议：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

日，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未成年人

保护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

告。 报告建议，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力度，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公益诉讼制度。

报告指出， 当前各级政府和相

关单位在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方

面法律法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薄

弱环节， 需要引起重视。 比如近年

来， 广东省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校园欺

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逐年上升。 究

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因素，

但主要还是各相关部门和组织在防

范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

方面工作力度不够。

报告建议， 要落实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完善预防性

侵害未成年人的各项制度机制，要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易发多

发行业和领域的日常监管制度，建

立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

入职查询制度。

同时， 完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证据标准， 推进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 工作机制， 建立“一站

式” 办案区。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 加强社会

调查和心理评估工作。

此外， 省人大相关委员会要及

早谋划部署启动广东省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的

修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