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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

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

业兴衰成败， 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是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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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

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

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要坚持聚焦聚

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全过

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

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要坚持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

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坚持勇

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

队党的建设条例》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 要突出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

学习培训，提高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

力。 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中国共产党

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效执行、落地见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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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

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部

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制定

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

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

权利、 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

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

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

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

规矩意识。 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

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

额，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

线代表比例。 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

选人。 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

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

纪律，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

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实施

的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加强谋划，精心组织，全程把关。 要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平稳

有序。 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

干培训，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 要加强

督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 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

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禁毒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听取我市禁毒工作情况，部署下

一步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近年来，我市禁毒工作成

效全面提升， 但毒情反弹的风险仍然存

在，决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 切实增强做

好禁毒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清醒认识禁毒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复

杂性，坚持厉行禁毒方针，坚决打赢新时

代禁毒人民战争。 要围绕构建全覆盖毒

品预防教育、全环节服务管理吸毒人员、

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 全要素监管制毒

物品、全方位毒情监测预警、全层级落实

禁毒工作责任“六全”毒品治理体系，扎实

开展整治突出毒品问题三年行动计划，大

力推进智慧新禁毒建设，突出抓好综合治

理、群防群治、社区戒毒、宣传教育等重点

工作，最大限度消灭毒品危害。 要进一步

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各级党委

（党组）

责

任，建立完善市、区、镇

（街）

、村

（居）

“四级

书记抓禁毒” 机制， 各职能部门各负其

责，注重提质增效，强化督导检查，严防

毒情反弹，不断提高禁毒工作水平。

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压实责任完善机制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暨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

（指

挥部）

和市推进企业

（项目）

复工复产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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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听取我

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市

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形势容不得我们丝毫掉以轻心、麻痹

大意。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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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下大力气加快恢复经济社会

秩序，以更大责任担当奋力推进“双统

筹”、夺取“双胜利”。 毫不松懈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四早”措施，持

续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穗返穗人员摸

查和健康管理， 突出抓好农贸市场、冷

链物流等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防控和食

品安全监管，扎实抓好入境人员疫情防

控全流程闭环管理， 严格落实校园、养

老院、医院等重点部位防控措施，引导

群众继续做好个人防护，打造安全公平

顺利温暖的高考环境。 毫不松懈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实“六稳”“六

保”工作方案、暖企 20 条等政策，强化

投资支撑、消费拉动、外贸外资回稳和

民生保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做

好稳链补链强链延链工作，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 毫不松懈推动工作落实，持

续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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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压实责任、严明纪律，严格落实“五个

一”机制、“六方”责任和挂点督导机制，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力推

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地。

张硕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以更大责任担当奋力推进“双统筹”夺取“双胜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广州市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仪式昨日举行。 仪式启动前，

市委书记张硕辅， 市委副书记、 市长

温国辉同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代表座

谈。

张硕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感谢。 他说，今年

是“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十周年。 十年

来，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扶贫济困事业，特

别是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大家克服困难全方位助力脱贫攻坚

尤为可贵。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胜

阶段。 希望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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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续大力支持广州慈善事业和乡村振兴

工作，在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的同时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广州将持续

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认真落实减税降费

等惠企稳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

的困难，与大家共同应对挑战、防范风

险、共克时艰，共同推进实现高质量发

展。

参会代表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大力支持帮

助给予感谢，表示将把自身发展与服务

大众、回报社会结合起来，积极创新扶

贫济困方式，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市领导罗冀京、王世彤、潘建国、黎

明参加。

张硕辅温国辉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座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文明）

昨日下午， 广州市召开全市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暨文明校

园创建工作推进会，总结一年以来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情况，部署下阶

段工作安排， 推进落实文明校园创建。

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分管同志， 各区宣传部部长、文

明办主任、教育局局长、创建文明校园

学校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精

神，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工作全局。 要聚焦重

点工作，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深化

文明校园创建， 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

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擦亮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品牌，推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出新出彩。

要对标《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测评体系》的要求，高质量落实好各

项测评指标任务，加强社会宣传，合力

营造工作好氛围，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测评奠定坚实基础。

会上，市教育局通报了全市教育系

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情况及

文明校园创建情况，市民政局、市文广

旅局、团市委、市妇联、天河区、广雅中

学等作了工作交流。 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徐咏虹出席会议并讲话。

广州市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