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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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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
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
代表党中央，对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建设者和为工
程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表
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乌东德水电站是实
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希

望同志们再接再厉，坚持新发展理
念，勇攀科技新高峰，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后续工程建设任务，努力把乌东
德水电站打造成精品工程。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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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新高峰
努力打造精品工程更好造福人民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今年是我
市开展“6·29”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第
22年。6月29日上午，我市组织开展
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市委书记贾瑞
云在参加活动时强调，在全市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两会”精神、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键时刻，我们一起参加义务植
树，就是要动员全市上下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努力打造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
中国”要求，扩大城乡绿色空间，打造

山清水秀、生态宜居的美好环境，以实
际行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市委副书记、市长虞平，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黄正富，市委副书记彭映梅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上午 9 时
许，贾瑞云、虞平等市领导集体乘车，
来到位于钒钛新城斑鸠湾村的植树
点，同我市 400 余名干部职工和基层
群众一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加快

“两城”建设再添新绿。尽管山坡陡
峭，但是参加义务植树的同志们热情
高涨、干劲十足，一下车，大家便拿上
铁锹，直奔植树地点。贾瑞云等领导
同志挥锹铲土、培土围堰、平整踩实、

提水浇灌……植树要领娴熟、配合默
契、认真规范，一株株凤凰木树苗迎风
而立，大家用双手与汗水深刻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忙碌的身影与嫩
绿的树苗构筑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丽画卷，处处充满了勃勃生机。

植树间隙，贾瑞云详细听取了斑
鸠湾村规划建设情况介绍。斑鸠湾村
地处钒钛新城和攀西科技城交界处，
具备较好的水利、交通、土地、产业等
基础条件。我市将因地制宜推动该村
农业生产用地开发和农房美化改造，
加快建设健身步道、观光廊道及水上
休闲、综合服务等设施，开展水库治理
和宜居环境打造。目前，规划设计工

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贾瑞云要求，要进一步加快相关

工作，合理划定斑鸠湾新村开发边界
和空间布局，科学编制好总体规划、各
类专项规划以及重点项目规划，努力把
斑鸠湾新村打造成为风格独特、轻松悠
闲的特色康养村。要加大“两城”的美
化绿化力度，为群众提供优美的生产生
活环境。植树期间，贾瑞云叮嘱有关部
门负责人，要注重植树质量，抓住雨季
来临的时机，严格标准、规范种植、加强
管理，全力以赴做好森林防火各项工
作，确保种植一片、成活一片。

贾瑞云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认识到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既是以实际行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又是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要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全社会人人
动手，鼓励和引导大家从自己做起、从
现在做起，一起来为攀枝花绿起来、美
起来尽一份力量。要结合当前的森林
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两城”建设、防
汛减灾等相关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
爱绿、植绿、护绿，多种树、种好树、管好
树、护好林，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蓝天、碧
水、净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种植适生树
种，不刻意追求奇花异草、名贵树木，做
到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要按照大
规模绿化全川行动要求，统筹好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增强生
态环境底线思维，大力推进植树造林，
加强城市绿化和生态修复工作力度，建
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共同谱
写美丽中国的攀枝花篇章。

微风轻拂，新绿初绽。经过大家
的辛苦劳动，凤凰木、清香木、多花紫
薇等 1200 余株树苗，为近 30 亩的山
坡披上了新绿。据了解，今年全市计
划义务植树 230 万株，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义务植树活动，当天
共种植树木7500余株。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在攀领导同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扩大绿色空间 打造美好环境 以实际行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我市开展“6·29”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贾瑞云虞平黄正富彭映梅等参加

6月29日上午，市委书记贾瑞云，市委副书记、市长虞平等在钒钛新城斑鸠湾村参加“6·29”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特约摄影师 王东 摄）

本报讯（记者 江潇）6 月 28 日下
午，我市召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电视电话
会议，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全省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
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具
体措施，高质量做好我市禁捕和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虞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

虞平指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退捕，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
策，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必
然要求，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全市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
分认识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复杂性，把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一票否
决”工作，坚决打好禁捕退捕攻坚战，着
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虞平强调，要建立协调机制，将禁
捕退捕工作纳入全市目标绩效考核及河
长制、湖长制考核体系，压实县（区）主体
责任，把任务细化到乡到村，把政策落实
到船到户，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做细
退捕服务，按照“发展产业解决一批、自
主创业解决一批、公益性岗位解决一批、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四个一批”思路，
扎实细致做好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安置等
生计保障工作， （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 6月 29日电（记者
侯雪静 杨迪）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
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
29 日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 1020 万
千瓦，所有机组将于2021年7月前建
成投产。

三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乌东
德水电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工
建设并建成投产的千万千瓦级巨型水
电工程，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
大工程。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双曲
拱坝，最大坝高 270 米，总库容 74.08
亿立方米，调节库容 30 亿立方米，具
有季调节能力。工程建设涉及四川、
云南两省移民约3.2万人，目前移民搬
迁安置全面完成。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四个
梯级电站的第一级，2015 年 12 月全
面开工建设，年均发电量 389.1 亿千
瓦时，总投资约1200亿元。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66月月2929日拍摄的乌东德水电站大坝一景日拍摄的乌东德水电站大坝一景（（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超胡超 摄摄））

□王黔 本报记者 刘鲲

坚决听党指挥、敢于攻坚克难、
随时快速反应、誓言敢打必胜，既是
践行忠诚担当的具体体现，更是将

“守纪律、提效能、强执行、做表率”
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着力点和
落脚点。

自“守纪律、提效能、强执行、做表
率”活动开展以来，市司法局聚力强党
建固根本、优模式专服务、精规范提能
力，着力打造听党指挥的纪律部队、攻
坚克难的先锋部队、快速反应的合成
部队、敢打必胜的标杆部队，主动战疫
情、保稳定、促发展，在推进“两城”建
设，不负国家使命、再赴国家战略中担
当法治使命，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中展现司法行政人的
新风貌。

守纪律
打造听党指挥的纪律部队

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最高准则，把
纪律挺在前。市司法局始终坚持把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列为党组会议第一议题，不断深入

学习深化领会。同时，突出政治引领，切
实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担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聚焦“党建创品牌”，探索规范

基层党委（党组）建设，深化党支部
组织“十个标准化”建设，全面推进
模范政治机关、法治示范机关、优质
服务机关、人民满意机关“四型机关
创建”。 （下转3版）

党旗漫卷乘东风 不忘初心永向前
——市司法局践行忠诚担当打造“四支部队”

坚决打好禁捕退捕攻坚战
着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虞平出席全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在党旗下奋进
市直机关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风采展示

本报讯（记者 李刚）6 月 28 日至
29 日，省委政法委调研组莅攀，调研攀
枝花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和平安建设工作情况，并召开市

（州）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第一片区推进会。

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世成主
持会议并讲话。

28日下午，李世成组织召开了攀枝
花市政法机关工作座谈会，听取了攀枝

花市政法各部门、各县（区）党委政法委
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及平安建设工作情况。

29 日上午，在市（州）政法系统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
一片区推进会上，攀枝花市委、市政府
分管领导及乐山、雅安、眉山、凉山等
市（州）党委政法委分管领导，分别围
绕本地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
工作条例》、 （下转3版）

市（州）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第一片区推进会在攀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