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批次调整

中心城区三环路外的放射状快速路、准快速路、主干

道（包括上跨桥、下穿隧道）的限速标志、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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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正在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 修改完善我市行政执法裁量权

办法，组织、督促、协调执法部门细化行政执法裁量标准。这一标准一

旦确定将向社会公布

成都好医生20强诞生

今日10时起投票选10强

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进入“好医生评选”专区投票

◎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

邮编：

６１００１7 ◎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

◎

今日零售价 每份

1

元

◎

广告热线：

８6510016 ◎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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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

日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

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后，党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实践证

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

持并不断完善。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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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统一领导高校工作

保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

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他强调，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

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

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

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剧

协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尚长荣，空政

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中国美协副主席、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舞协主席、国家

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 中国作协副

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影协主

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健先后发言。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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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作品

社会效益在首位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

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习近平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文艺工作者

是灵魂的工程师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

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

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

贯彻“三严三实” 长效化常态化

成都确保在抓作风建设

的路上“斗志昂扬”

低俗非通俗

欲望不代表希望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

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否则文艺就没有

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

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

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10月25日~2015年春节前

城区道路限速提高

分3批次对条件好、交通设施完善的道路适当提高限速值

07

政策设计上希望“职保”吸收大量“居保”参保人，未来成都

绝大部分市民都享受“职保”，为城乡二元保险并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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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可相互转接

行政执法裁量标准

将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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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林在全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和民生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狠抓稳增长措施的落地见效

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搭建交流平台 共促文化发展

葛红林会见韩中文化中心院长卢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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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 文艺作为意识

形态的重要内容和人们精神世界

的独特载体， 对推动文明进步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

一个时代的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使命高度，深刻指出文艺工作肩

负的时代责任，深情寄语文艺工作

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明

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

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以更多优

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

向未来， 广大文艺工作者使命光

荣，大有可为。

人民的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

泉，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文艺

创作最广阔也最深厚的时代舞

台。当今中国，正处在大踏步赶上

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发展前列

的历史时期， 正处于为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

这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

富素材， 有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创

造智慧和文化精神的中国元素。

忠实记录、深刻反映、艺术再现这

个恢宏时代的巨大变迁， 为人民

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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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民 书写时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

熙维）

昨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

贯彻中央、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精神和省委常委（扩大） 会议精

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邓修明，市委

副书记李昆学，市委常委朱志宏、赵小维、刘

超、黄建发、白刚、王忠林、陈建辉、刘仆、胡

元坤出席会议。 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刘云

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唐

川平列席会议。会上，部分同志联系思想实

际、工作实际和我市教育实践活动情况，围绕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

王东明书记在四川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

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作了讨论发言。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文风

朴实、直指要害，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

性和针对性， 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又一篇纲领性文献， 对于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王东明书记

在全省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总结成绩

客观实在、概括经验透彻深刻、部署工作重

点突出，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有力贯彻，富有鲜明的四川特色，为我们

深化作风建设、 坚持依法治党提供了重要

遵循。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把学习好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 王东明书记重要讲

话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切

实把中央和省委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全面

落到实处， 为我市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

增长极、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提

供坚强的思想保障、组织保障和作风保障。

会议强调，推进从严治党，关键在严，

难点也在严。今后，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的要

求，紧紧扭住“严”字做文章，真正把管党

治党管到位、严到份、紧到点，具体要在五

个方面严起来：

一是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要严， 牢牢把

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思

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重

视和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越是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艰巨，越要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灵活运用

多种方式方法， 突出抓好党员干部党性和

道德教育，经常性、常态化地为思想除尘，

给精神补钙，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

划出红线、行为上明确界限、道德上坚守底

线，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要严，切实提高党员

干部“免疫力”。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

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

台， 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我

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坚持党的

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 教育引导各级党组

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自觉与中央、省

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聚力齐。要

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原则性

和战斗性，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 把党内政

治生活的辣味加足、柴火烧旺，推动党员干

部在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中分清是非、修正

错误、增进团结，切实增强对“四风”问题和

各类政治微生物的“免疫力”。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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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总结大会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切实把中央和省委从严治党的

重大部署全面落到实处

黄新初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真管

真严、 敢管敢严、 常管常

严” 的要求， 紧紧扭住

“严”字做文章，真正把管

党治党管到位、严到份、紧

到点， 具体要在五个方面

严起来：

一是党员干部思想教

育要严，牢牢把稳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 “总开

关”；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要

严，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免

疫力”；

三是党员干部监管要

严， 盯死看牢问题易发多

发的“关键点”；

四是政绩考核评价要

严， 充分用好选人用人的

“指挥棒”；

五是从严治党责任落

实要严， 主动种好党建工

作“责任田”。

核心提要

第三批次调整

研究剩余道路的限速标志、标线，充分论证分析后予

以适当调整

第二批次调整

三环路主辅道及三环路以内主干道的限速标志、标线

《北平无战事》

照见民族的忧患

也照见文艺人的忧患

制图 王雪

小学竞选清洁委员

报名人数等于零

成都实验小学明道分校竞选大队委，70多个候选人， 无一人

竞选清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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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精神和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习近平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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