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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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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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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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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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徽耀蓝海

昨天上午，全国劳动模
范林忠明在自己的浙洞渔
01497 号渔船，喷上了“党徽、
红 心 向 党 齐 奔 小 康 ”等 字
样。他说，等到出海时，这艘
船将是海上移动的党员模范
先锋号。
赵用 周陈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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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高员赴乐清调研基层组织换届工作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确保选举风清气正工作平稳有序

破难题 走前列 作示范
为全市做好村社组织换届提供更多经验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拨 了 就 来 报料有奖

本 报 讯 （记 者
郑序） 昨天，市委副
书记、市长姚高员赴
乐清市调研基层组织
换届工作。他强调，
村社组织换届是当前
一项重大又紧迫的政
治任务，是一场只许
成功、不许失败的攻
坚战。要以“一失万
无”的理念、
“ 万无一
失”的标准，全力抓好
村社组织换届准备和
试点工作，以高质量
要求破难题、走前列、
作示范，坚决打赢这
场攻坚战，为全市做
好村社组织换届提供
更多经验。
乐清市是今年村
社组织换届工作的重
点县（市）。姚高员走
访察看南岳镇杏湾一
村组织换届工作准备
情况，随后召开座谈
就柳市镇等重点乡镇
村社组织换届工作进
行形势研判、分析指
导，协调解决相关难
题。
姚高员指出，今
年村社组织换届工作
面临一系列新情况、
新要求、新挑战，艰巨
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 ，从 当 好“ 重 要 窗
口”建设者维护者展
示者、迈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加快市域治理现
代化建设、高质量推
进乡村振兴、全面提
升各级党组织管党治
党能力和水平的“五
个全局高度”，深刻认
识村社组织换届工作
的重大意义，真正把
这项重大政治任务抓
实抓好。
姚高员强调，要
把握根本，把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贯穿村社
组织换届工作始终，
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
和把关作用，
压实各级党组织
“一把手”
第一责任人责任，
做到书记领衔、班子带头、全员压实。要夯实基础，稳妥
做好人选排摸，强化“政治体检、素质扫描”，选出一批政
治强、能带富、善治理、口碑好的
“一肩挑”
人选，
实现组织
意图和群众意愿相统一。要聚焦关键，
深入整治重点村、
重点人、重点事，做到全面掌握、动态调整、综合施策、妥
善处置。要强化保障，对影响村社组织换届的障碍事先
“清底”
，列出任务、责任、时间
“三张清单”，
对照清单销号
化解、限时“清零”。要突出目的，选出基层铁军，做好换
届
“后半篇文章”
，激发村社带头人干事创业动力，
努力开
创村社建设发展和百姓增收致富新局面。
围绕村社组织换届试点工作，
姚高员强调，
要坚持目
标导向，做到人选“全当选”、过程“零事件”、换届“高质
量”，确保试点换届顺利平稳。要保障试点“开门红”，全
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全力选好第一村、迈好第一步。要
以点带面抓落实，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环环相扣压茬推
进，
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民宿旅游：
入住率达上年同期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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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部署施行两部地方性法规

塘河开发：
水乡风情里的诗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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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凝碧）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对《温
州市楠溪江保护管理条例》
《温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两部
地方性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进行部署。
自 2015 年 7 月获批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我市已先
后制定 10 部地方性法规。其中，
《温州市楠溪江保护管
理条例》
《温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分
别于今年 3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已经施行的《温州市楠溪江保护管理条例》
突出重点区域、兼顾全域，呈现保护优先、兼顾发展等特
色。即将施行的《温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则厘清部门职责
界限、强化免疫登记义务、设定养犬行为规范、明确收容
经营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葛益平充分肯定两部法规的立
法工作成效。他指出，
《温州市楠溪江保护管理条例》
《温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实施，是助力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现
实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两部法规实施的重要意义，按照
“宣传先导、示范引领、责任落实、指导落地”的机制，全
力营造宣传氛围，大力落实法规规定，聚力指导监督落
实，推动两部法规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提升群众的立法
获得感。要认真总结立法经验，坚持“立法为民、问题
导向、法治思维、有效管用”的理念，突出地方特色，深
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立法的实践，拓宽县级层面参与地
方立法的路径，高质量完成今年立法任务，推动我市立
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相关报道见 3 版

温州综合交通投资增速创新高

1-5 月完成投资 152.4 亿元，其中 5 月份 45.8 亿元，
同比增长 41.9%
本报讯 （记者 卢秀铨 通讯员 韦凯
锋 尤超常） 记者昨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今年 1-5 月，我市完成综合交通投资额
152.4 亿元，同比增长 7.4%，增速较 1-4 月
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其中 5 月当月完成投
资额 45.8 亿元，同比增长 41.9%，全市综合
交通投资增速创出新高。
据悉，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影响，我市坚持交通领域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两手抓，3 月份以来全市综合交
通投资明显回升，投资增速呈现稳中求进
的态势。
近日，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金
丽温高速公路东延线工程第一根桩基完成
浇筑，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进入实体工程建

设阶段。金丽温高速公路东延线起于瓯海
区南白象枢纽温瑞大道西侧，顺接金丽温
高速公路，向东经过瓯海区、温州生态园、
龙湾区、浙南产业集聚区，
终于甬台温高速
公路复线，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
里。项目的建设对完善我省区域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促进温州瓯江口产业聚集区发
展、构筑温州大都市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意义。
跨过大山，
在泰顺县南部的深山里，
龙
丽温高速文泰段传来好消息——项目巨屿
隧道左洞顺利贯通，标志着文泰项目全线
隧道实现双洞贯通，朝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据悉，文泰高速建
设已全面进入冲刺状态，
截至 6 月 10 日，
文

泰项目总体形象进度 88.86%，土建工程进
入最后收尾阶段，路面、房建、机电等附属
工程全面展开。
时下，瓯江北口大桥中塔塔身自动液
压爬模施工热火朝天，
站立瓯江口观望，
大
桥中塔正快速崛起。
“ 目前，大桥北塔、南
塔、北锚碇已完工，
中塔液压爬模施工已完
成第 12 节段，南锚碇加速浇筑，此外主缆
钢丝、主桥钢梁单元件、主梁大节段等结构
正在有序制作中。
”温州瓯江口大桥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瓯江北口大桥
已完成年度投资额 7.57 亿元，桥梁总体形
象进度达 65.5%。瓯江北口大桥是甬台温
高速公路复线和国道 G228 在温州境内跨
越瓯江的重要过江通道，能提升东部沿海

公路运输大通道通行能力，缓解甬台温高
速压力。
据悉，今年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将实施
“1155”
行动，
即完成一大奋战目标、十大重
点工程、五件民生实事、五项重点任务。包
括建成龙丽温高速文泰段、七都北汊桥、
235 国道泰顺段改建工程等 20 个项目；开
工建设瑞苍高速、温州港深水航道、330 国
道浅滩坝头霓屿侧段快速化改造工程等
28 个项目；提速续建高铁北站、杭温高铁
一期工程、市域铁路 S2 线、瓯江北口大桥、
龙丽温高速文景段、金丽温高速东延线、
G104、G330 等项目。此外，将深化温义高
速、机场 T3 航站楼和第二跑道等项目前
期。

“养犬条例”
将于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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