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杨在广告中向朴泰桓打赌输的请吃烤肉，如今该问问荻野

公介，谁来请吃烤肉呢？” ———网友们禁不住调侃

成都经济区7城记者体验锦江商圈

锦江稳增长“五十九条”

为商贸业带来“及时雨”

■编造以发生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

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

全的事件为内容的虚假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恐

怖信息而故意传播、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

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通过网络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

思想，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以煽动分裂国

家罪定罪处罚；以“异教徒”“宗教叛徒”等为由，随意

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情节恶劣

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成都今

日在中心城区开展“无车日”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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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阴转阵雨 19~25℃ 偏北风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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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全国政协21日

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人民政协

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要适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丰富民主形式，

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

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

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

体现。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

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

行广泛商量。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

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

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

刘云山、 王岐山出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回顾人民政协65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

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 产生于近代

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 发展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 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

民政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也必将创造更

加辉煌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 人民政协65年的丰富实

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我们做好人民政协

工作确立了重要原则。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人

民政协的性质定位， 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必须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的目

标越伟大，我们的愿景越光明，我们的使命

越艰巨，我们的责任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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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真谛：

找到全社会意愿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出席 俞正声主持大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熙维 ）

崇州市是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

记黄新初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的联系点，活动启动以来，他曾多次

到崇州督导推动有关工作。按照省委统一

部署，9月19日， 黄新初再次前往崇州，开

展新一轮督导。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刘云

夏参加督导。

在走访调研捷普集团崇州工业园、崇

州市人民医院时， 黄新初结合产业发展、

医疗服务等内容，了解了两家单位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情况，特别是“四风”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随后，黄新初又通过座谈会

形式，听取了崇州市教育实践活动最新情

况汇报。

黄新初在讲话时说，根据省委要求，这

一轮督导主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 特别是中央政治局第16次

集体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督促指导各地抓

好 “两个意见” 学习贯彻、“两方案一计

划” 制定实施 、“四风” 问题整改和

“9+2+X”专项整治、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解决、“五个结合”等五个方

面的工作。这是省委立足新的时间节点、着

眼新的形势任务作出的重大部署， 有着深

层次的战略考量。从督导时间来看，当前教

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

节，活动能否攻坚克难、决战决胜，关键取

决于这一环节的“临门一脚”。此时开展新

一轮督导，将为教育实践活动添一把柴、加

一把火，真正把问题整改的“水”烧开、把

作风建设的“饭”煮熟。从督导内容来看，

此次督导既有“两方案一计划”制定、“四

风”问题整改、“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等

直接影响活动成效的具体工作， 又有坚持

“五个结合” 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

重大要求，还有贯彻落实“两个意见”的长

远部署，贯穿着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近

及远的逻辑链条。 照着这样的逻辑链条抓

下去， 不仅可以推动解决当前的热点难点

问题，还可以正本清源、利及全局和长远。

黄新初强调，崇州及成都其他区（市）

县，都要高度重视此次督导，以督促改、以

导正行，努力扣好教育实践活动最后的扣

子，把作风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不断推向深入。工作中，要突出做好五个

方面：

一是抓具体，具体抓。工作不能浮在表

面，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见效。抓具体，

是被实践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重要工

作方法。省委研究制定的“两个意见”，是我

省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制度设计，

本身就体现了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方

法。抓好“两个意见”的学习贯彻，必须“抓

具体”，注重从具体的落点切入，在细微处

下功夫，决不能泛泛而论、笼而统之。各级

领导干部要把贯彻实施“两个意见”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亲自抓、“具体抓”，及

时研究解决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确保贯彻

工作具体深入、尽早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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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

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

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

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

涉及基层群众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黄新初到崇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新一轮督导

贯彻落实好省委“两个意见”

把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推向深入

刘云夏参加督导

天府广场周边

10~14时禁行

国庆黄金周

以“异教徒”为由辱骂他人将定罪

两高及公安部出台意见规范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办理

10

机场高速公路收费广场4套违停抓拍系统已于18日安装调试完成，预

计国庆前开通，在这里违法停车30秒以上将被罚款100元、扣3分

这是一个载入历史的重要时

刻。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南海怀仁堂

群贤毕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新中国

的成立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

65

年来， 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

一战线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的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积极投身建

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探索改革

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

辉煌的历程，建立了历史的功勋。

“人民政协创造了辉煌的历

史”，“是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

上， 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人民政协

建立和发展的历程， 高度评价了人

民政协的重要作用， 为我们在新起

点上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发展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指明了正确方向。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

同，期于利民”。判断一种制度的优

劣，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它能不能

调动和汇集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

无论是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还是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无论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上马，

还是政府各项重要政策的出台、各

领域改革的推进……在

65

年光辉

岁月中，我们党准确把握人民政协

的性质定位，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

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可以

说，人民政协与共和国的脉搏，始

终一起跳动。 我们国家的经济繁

荣、民主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和祖国统一，人民政协的作用不可

替代。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有利于

广泛凝聚共识、有利于不断增进团

结，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

发展， 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从提出“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

六字方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

和发展”写入宪法，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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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党领导人民政协

创造辉煌历史

一论贯彻习近平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精神

02

16

免费找工作 上四川公共招聘网

今日正式上线运行，网址www.sc91.org.cn

一份来自旅游网站的报告显示，黄金周期间酒店平均涨价约3成左右，

一些平日游客较少的旅游城市，部分酒店价格上涨甚至超过200%�

� � 国庆期间，很多城市酒店一房难求。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热门目的地，

像九寨沟、丽江、拉萨等城市的部分酒店预订率也已超过九成

九黄线一从事20年旅游行业的购物店负责人介绍，店里面现在不单单

出售药材、牛肉等，而是试着增加卖一些当地的土特产，还增加了过路吃盒

饭、中餐，出售矿泉水、香烟等

酒店均价涨3成

部分超过200%

今天无车日

旅游法实施一年

购物点开卖盒饭

机场高速收费广场

将开通4套电子眼

制图 帅灵茜

05

无车日禁行示意图

在昨日仁川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日本小将

萩野公介击败孙杨、朴泰桓而夺冠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现场见证李娜退役发布会， 专访李娜退役前最后一

位教练卡洛斯，揭秘李娜与卡洛斯合作始末

娜一声再见 娜泪流满面

13

日本小将打破

“孙朴二人转”

14

孙杨（左）和朴泰桓分获第二、三名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

9

月

19

日，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到崇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新一轮督导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1

日电

新

疆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恐案件、7

月30日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

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被害案件发

生后， 近日， 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

定， 给予两案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

处分。

给予喀什地委委员、 莎车县委

书记何利民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降

级处分；

给予莎车县委副书记、 县长艾

海提·沙依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莎车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

书记陈强，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胡

彪，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不都维

力·热孜克免职处理；

给予莎车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

长岳志刚，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凯萨

山尔·达吾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莎车县艾力西湖镇党委书

记阴龙，艾力西湖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阿不力米提·阿不都拉撤职处分；

给予喀什市委常委、 公安局局

长王世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

合旦·艾山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公安局政委卡德

尔·吾不力、市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

长艾斯卡尔·库尔班、吾斯塘博依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阿地力江·阿布都

卡德尔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派出

所所长朱军、教导员艾斯卡尔·百合

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派出

所民警买买提热夏提·热合曼行政

降级处分。

同时，任命在“7·28”案件中及

时发现不良苗头并第一时间报告，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表现突出的

艾力西湖镇原人大主席肉孜尼亚

孜·玉素音为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

镇长候选人。

新疆“7·28”“7·30”案件相关责任人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本报今晨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