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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9月 24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
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
建设全过程。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之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 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
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
自觉行动。 要把握时代主题，引导人们
深刻认识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激发全体人民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
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要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
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会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是
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新
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
持党校姓党、从严治校、质量立校。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
业主课定位，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主要目标，发挥
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
作用，教育学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

认识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
性，落实好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加强
对实施《条例》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牢
牢把握党校姓党的办学原则，加强教学
科研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
办学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 9月 24日下午， 我市召
开宣传学习戴志军同志先进事迹大
会，深切缅怀带队到境外打击罪犯、不
幸因公牺牲的戴志军同志， 在全省先
行一步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向他学
习、学深一步，以他为榜样，牢记初心
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为加快淮北高质
量转型崛起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市委书记黄晓武在会上讲话。 戴
志军同志的家属亲人代表， 市领导方
宗泽、宰学明、顾文、钱界殊、任东、李

加玉、张力等参加会议。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顾文主持会议。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任东通报省委关于
追授戴志军同志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相关情况。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章
银发，市公安局烈山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王
春雷深情回顾戴志军同志的感人事迹。

黄晓武在会上指出， 戴志军同志
舍小家为大家，用生命诠释忠诚，以行
动书写担当， 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先进典型，是全市政
法干警的杰出代表。回顾他的事迹，是
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精神激励和灵

魂洗礼。戴志军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全市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戴志军同志
先进事迹，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汲取
榜样力量，激发前行动力，使之成为一
种精神理念、价值追求、工作常态，推
动全市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黄晓武强调，向戴志军同志学习，
就是要学习他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
政治品格，学习他恪尽职守、敢于担当
的斗争精神，学习他心系群众、服务人
民的宗旨观念，学习他“三严三实”、正
直无私的优良作风。 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 市委要求， 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
把向戴志军同志学习活动引向深入，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
动发展、服务人民的精神动力。

黄晓武要求， 要深入学习戴志军
同志的先进事迹，高质量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质量锻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高质量推
动淮北转型崛起，不断开创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黄晓武在全市宣传学习戴志军同志先进事迹大会上指出

以英雄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
为加快淮北高质量转型崛起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中共党员、淮北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建尧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9年 9月 23日 21时 10分逝世，享年 81岁。

孙建尧同志， 安徽省宿州市人，1938年 11月出生，1959年 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67年 9月参加工作。 历任淮北矿务局袁庄煤矿工人，矿学
校政治教师、政治处秘书，淮北市公安局政工科办事员、政治处副主任、刑
警大队教导员，淮北市司法局副局长，淮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市
级）,淮北市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 10月退休。

孙建尧同志遗体定于 2019年 9月 25日上午 9时 10分在淮北市殡
仪馆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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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4日上午， 市委副
书记、市长戴启远到市委党校，为主
体班学员作主题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戎培阜
主持报告会。

戴启远强调，学习培训既是加油
站，也是动力源。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广大学员一定要利用在党校集
中学习的难得机会，集中精力，沉下
心来，加油充电，进一步提升理论水
平和实践本领。

戴启远从回顾党近百年的历史讲
起， 勉励广大学员坚决扛起为党旗增
辉、为发展建功、为百姓造福的使命担
当，在守初心、担使命的新征程上，在
推动淮北高质量转型崛起的新长征路
上，努力作出更大成绩。 他要求，全市
各级党员、干部都要锚定奋斗坐标，扬
起奋斗风帆，把准奋斗方向，切实把绝
对忠诚融入血脉、植入灵魂，把勇于担

当作为追求、化为行动，把为民宗旨记
在心头、 落在实处， 时刻不忘初心使
命，全力服务淮北转型，决不做站桩度
日的“稻草人”、不思进取的“守成者”、
眼高手低的“假把式”、推诿扯皮的“太
极手”、精致圆滑的“油腻官”。

戴启远分析了淮北主要经济指
标运行、当前存在突出问题。 他指出，
淮北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还
处于爬坡过坎、 滚石上山的关键阶
段。 既要看到经济增长的困境，增强
忧患意识，又要看到转型发展的结构
之变、产业之变、环境之变、民生之
变，坚定崛起信心。

戴启远强调，推动淮北高质量转
型崛起，关键是抓落实，关键靠干部
真抓实干。 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
争本领，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聚焦全市重
点工作，在推进招商引资、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打好“三大攻坚战”、保障
改善民生等方面建功立业，不断提升
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戴启远为市委党校主体班学员
作主题报告时指出

不变中守初心 变革中担使命
谱写淮北高质量转型崛起新篇章

政协成立 70周年主题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导读

■通讯员 郑秘

■记者 黄顺

本报讯 9月 24日上午， 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方宗泽
率队视察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
的 《关于大力推进东部新城建设的议
案》（二号议案）办理情况。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徐福信参加视察。

方宗泽一行深入东部新城，实
地察看了创新大道东段暨泉山隧
道、 市人民医院新院区、 华翊文创
园、市第一中学新校区、绿金花园项
目建设等情况，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
意见建议。

方宗泽指出，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东部新城建设， 随着一批重
点工程相继开工，东部新城初具规模。
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加快推进
东部新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千方百计为东部新城发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

方宗泽强调，要坚持“规划先行”
理念， 根据我市未来的发展规划和发
展方向，做好东部新城重点区域、重点
项目的城市风貌与特色规划； 依托政
策资源强力推动项目建设， 在保质保
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努
力营造东部新城的活力氛围， 让市场
发现东部新城的魅力和潜力， 提高区
域价值；从百姓需求出发，完善配套设
施建设、增强城市服务功能，让百姓生
活更舒适更便捷。 市人大常委会要持
续跟进二号议案办理落实情况， 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驻会常委，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建投集团、烈山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
同志以及议案领衔代表等参加活动。

方宗泽率队视察
人大二号议案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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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国家发改委指导举办

的 2019 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
开幕。

论坛发布全国第二批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城市信用监测名单，
并向全国推荐信用优秀案例。 我市信
用建设的丰硕成果恰好契合了此次论
坛“信用，赢未来”的主题。

丰硕成果来之不易。 自 2016年我
市获准参评国家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市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决策部署， 将信用建设作为
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创优 “四
最”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强化信用信
息归集共享、加速信用应用创新落地，
持续筑牢城市信用建设基础。

打破信用信息孤岛， 是归集信用
数据、实现信息共享、推行信用监管、
提供信用服务的基础性工程。

我市结合智慧城市建设， 建成以
“一网三库一平台”为核心的信用信息
系统， 实现对上接入国家和省信用平
台、对下贯通一县三区、横向连接市直
部门的立体化互联互通。

依托市大数据中心， 拓展信用信息
归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司法、行政部

门和水电气等公用企事业单位信用数据
全覆盖、广归集，有效打破了“数据烟囱”。

截至目前，平台归集数据量 4.218
亿余条， 包含 325.43万个自然人信用
信息、24.85万家市场主体信息， 实现
“红黑名单”“双公示”等数据信息与市
直相关部门和县区实时共享； 归集近
35万条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全
量上报“信用中国”网站。

正在举行的2019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传来喜讯，我市跻身全国第二批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并以88.56的综合信用指数位列全国第四。同时，“改革融资担保模
式、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创新做法入选全国信用优秀案例。这离不开我市多年来坚持——

■记者 王晨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丁辉

荩荩荩下转第3版

本报讯 9月 24日下午， 淮北师
范大学—新型煤化工基地人才供需对
接会召开。市政协主席谌伟，淮北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陈士夫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协副主席朱先明、秘书长陈新
华，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德顺、
副校长余敏辉出席会议。

会上播放了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宣
传片。 朱德顺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
煤化工基地管委会和部分企业、淮北
师范大学相关学院、市人社局有关负
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基地发展、企业用
工、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情况。

陈士夫指出，当前市校合作已进
入最好的发展时期。淮北师范大学将
积极搭建平台， 构建合作新起点；协

同创新，丰富共赢新内涵；互通互惠
互融，拓展发展新空间，为服务淮北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谌伟指出，召开人才供需对接会
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与淮北师范
大学签订合作发展框架协议的具体
举措，搭建了“校园企”三方合作交流
的桥梁，为煤化工基地新一轮创新创
业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谌伟强调， 各相关部门要建立
“校园企”长效合作机制，积极做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组织学生赴企业
参观学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园区企业要为人才提供才能施展
舞台， 全面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
市政协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继续
发挥职能作用和协商优势，助力“校
园企”三方共赢发展，为加快建设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贡献智慧力量。

淮北师范大学—新型煤化工
基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召开

■记者 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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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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