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樟木头食药监分局：

11月20日，樟木头镇食药监
分局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部署落实2017年
年终及2018年各项重点工作。

会上，该局局长严树昌向全体
党员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的内容和要求。他强调，全局上下
一方面要按照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及镇委镇政府的要求，将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兴起热
潮，持续引向深入。另一方面要通
过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找准差
距，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切实做好
当前工作，全面完成今年各项目标
任务，主要归纳为“五个继续”：一
是继续推动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登记工作，严格实施登记管理，
逐步引导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向规范化、集约化发展；二是继续
加强农贸农批市场监管，加强市
场主体准入管理，全面推进和实
行食品进货检验、索证索票、购销
台账和责任追究制度，保障群众
菜篮子安全；三是继续推行“明厨
亮灶”工程，力争2018年度全镇餐
饮单位实现“明厨亮灶”；四是继
续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示范街、食
品安全示范市场、化妆品示范区
创建工作，力争2018年底完成创
建工作；五是继续加强集体食堂
监管，把好集体食堂关口，严防食
物中毒事件发生。

接下来，该分局将以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四个最严”要求，以“五个
继续”为着力点，努力提升工作
效能，切实保障全镇群众饮食用
药安全。 （食药监）

以“五个继续”
为着力点，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站在历史新起点，时间再
次开始。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新
一届“梦之队”引领圆梦征程，
舒展新时代壮美画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历
史是人民书写的”“大就要有大
的样子”“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
清气满乾坤”……新一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10月25日同中外记者
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充满睿智、充满情怀、充满信
心。铿锵话语，引发强烈共鸣，
唤起奋斗激情。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
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我们工作
的坐标。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些时间节
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确立了
我们在十九大擘画的新征程上
前行的节奏、工作的方位。

打开历史视野、抓住时间
节点、树立工作坐标，习近平总

书记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务
实进取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以
时间节点为坐标，可环环相扣、
节节取胜，击鼓催征稳驭舟；以
历史方位谋伟业，能洞若观火、
势如破竹，不畏浮云遮望眼。
站在节点回望过去，从“漏舟之
中”的危局站起来，从“一穷二
白”的起点富起来，从“开除球
籍”的边缘强起来，正可谓“人
间正道是沧桑”。站在节点展
望未来，全面小康千年愿景成
真，现代化百年目标提前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召唤在
前 ，更 可 道“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这些必将写进历史的时
间节点，让人心潮澎湃，更让人
斗志昂扬。

千秋大业，步步为营。总
结40年经验，在深水区激荡改
革春潮，我们已让民族复兴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展现光明前
景；历经 70 年奋斗，对未来发
展作出新的规划，我们将把人
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
强；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一
个不掉队，我们定会让中国人
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建党
百年，我们这个风华正茂的大
党，必将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

进步的磅礴力量，成就中国现
代化的千秋伟业。把重要时间
节点，作为推进工作的坐标，我
们才能积小胜为大成，在谋大
势中成大事。

人是时间的驾驭者，是人赋
予时间以意义。时间都去哪儿
了？过去5年，时间的付出，凝结
成当代中国宏大深刻的历史性
变革和成就；时间的结晶，构筑
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让我们有了干好
下一个五年的信心，有了再干一
个40年的劲头，有了再走一个70
年的豪情。十九大到二十大的
这5年也是重要时间节点，第一
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
目标要开篇。向阶段性目标冲
刺、为下一棒奔跑蓄力，我们将
把光荣与梦想写在历史深处。

犹记上世纪20年代鲁迅的
感叹：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无
关；犹记上世纪80年代作家的期
盼：减去十岁，找回失去的时
间。不再默然，不再焦虑，今天
的中国，从容自信地面对时间。
把握时间节点，一件接着一件
做，一年接着一年干，我们就一
定能实现伟大梦想，为中国赢得
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高端视野：

重要时间节点
是我们工作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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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视野：

党的十九大按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作出新的全面部署，为我们在新
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提供了实践遵循。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推
动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
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
化，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３０％；
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
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获
得感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治理
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
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行动指南，是我们在新时代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强大思想武器。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跨越发展关口，就
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
新力和竞争力。要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人民”是贯穿始终的
一条主线。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到为人民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到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一系
列扎实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始终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

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百姓
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靠改革激发新动力、释放新活
力。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进
入新时代，改革更要乘势而上、开
创新局。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到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深化
社会领域相关制度改革，从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继续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十九大
着眼于新时代新要求，描绘了改
革新蓝图，提出了改革新任务。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用好
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我们的
事业就能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展现出更加
强大的生命力。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的根本保证。让我们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奋力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11月 16日，经联总社系统召
开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
议，进一步传达党的十九大精
神，组织党员一起领会学习十九
大精神，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
部署。

镇人大副主席蔡运洪，樟城
公司各职能部门、下属公司正副
职，以及樟城公司党总支部全体
党员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所
作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报告，从13个部分
解读十九大精神基本要义。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深
入落实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引领，力求实现在创新转型、开
放合作、统筹协调发展、城市品
质提升、和谐善治、从严治党上
的“六大新作为”，奋力在更高起
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蔡运洪结合经联社工作实
际，要求各公司安排好学习计
划，采用学习会、专题组织生活、
撰写学习心得等形式，集中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党员干部
自身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同时，要在今后工作中要狠
抓贯彻落实，认真梳理各项工作
任务，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全
力推动我镇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提高所辖企业服务管理水平，提
升镇属资产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在年底冲刺阶段出色地完成
各项经济任务。

对于年底重点工作，蔡运洪
要求，物业公司、企业和市场要
加强管理，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
根弦，抓好信访热点难点问题、
消除安全生产各类隐患、做好秋
冬期防火等薄弱环节工作，把安
全隐患和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
状态，确实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邹晓威）

提升镇属资产经济
增长质量和效益

经联总社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11月 16日，镇平安建设促进
会组织全体成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头等大事、首要切实抓紧、抓
好、抓实、抓出成效。”镇平安建
设促进会会长吴立云强调，学习
宣传贯彻行动要分阶段进行，进
一步增强政治观念、大局观念和
责任意识，精心安排部署，狠抓工
作落实，有条不紊、把学习宣传贯
彻工作尽快组织开展起来，确保
学习宣传贯彻取得实效。

吴立云结合该促进会工作实
际情况表示，希望平安建设促进
会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一支新兴力量，要围绕依法化解

社会矛盾、处理突发事件、宣传法
律法规、服务群众四大职能，牢记
工作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大力宣
传促进会的职能和作用，不断提
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促进会
的认识，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迅速
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确保促
进会运转高效、发挥作用。

据了解，该促进会成立于
2015年，是非营利性民间社会团
体，主要任务是服务社会矛盾化
解领域、服务突发事件处置领域、
服务法制宣传教育领域、服务社
会群众发动领域，是团结教育群
众、沟通联系社会各界的新桥梁、
新纽带，是樟木头新形势下推进
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
具体实践和创新。 （赖文诗）

镇平安建设促进会
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