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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
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

通知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
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

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对于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具有重要意
义。制定出台《条例》，有利于提高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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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中共中央政
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近期，
中央政治局同志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书面述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
报告。他强调，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要履行

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永葆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和革命精神，扎扎实实为党和
人民工作。中央政治局同志要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廉洁自律、
夙夜在公，为全党作好示范和表率。

中央政治局同志围绕一年来履职尽责
情况，认真撰写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严
格同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标对
表，将思想、工作、作风贯穿起来，有经验总
结和认识体会，有问题查摆和改进措施，也
有工作打算和意见建议。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述职报告主要有以
下内容。

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把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
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注重增
强维护意识、坚定维护行动、提高维护能
力、确保维护效果，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央政治局同志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体会蕴含其中的使命情怀，把握贯穿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钻精研、
学思践悟，从中汲取真理力量、思想力量、

实践力量，同时督促指导分管领域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中央政治局同志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聚焦分管领域的重要工作、重大改
革、重点任务，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特别是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解决突
出矛盾和紧迫问题，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觉将贯彻执行党中
央决策部署进展情况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
书记报告，及时将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
大工作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请示。

中央政治局同志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
各项制度要求，在分管领域、分管工作中既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又实行正确
集中，严格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

中央政治局同志在改进调查研究、精
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
动、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按
照规定办，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分
管领域的贯彻落实。

中央政治局同志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规范，注重从小事小节上约束自己，
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

强调要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
史责任,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革
命精神，扎扎实实为党和人民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习近平认真审阅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

2015年，天府大道南延线
向眉山市仁寿县拓展。今年1
月 13 日，经过 5 年的艰苦奋
战，除二峨山段外，天府大道
仁寿段全线建成通车，直达仁
寿县城。

全长 38.6 公里天府仁寿
大道，按一级公路标准进行设
计，双向 8车道，同时兼具部
分城市配套功能，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总投资约58亿
元。“目前除二峨山段，全线已
经贯通，可借道三绕，实现仁
寿城区到成都全线通车，距离
将缩短到30多公里。仁寿县
城一路向北，可直达成都天府
广场。”仁寿县交通局相关负
责人说。

天府大道眉山段的公开招
标，意味着将实现天府大道与
眉山城区无逢对接。同时，从
走向看，一路南向的天府大道，
在仁寿成黑旅游通道处，开始
出现“开枝散叶”式的延伸走
势。

去年10月，有网友通过网
络“喊话”眉山市交通运输局，

“问政”天府大道眉山段建设情
况。眉山市交通公开回复称，
天府大道眉山段道路工程接天
府大道TFK7+520，即天府大
道与成黑旅游通道平交口位
置，路线沿西南方向布设，经罗

家山、伍家沟、石鼓村，分别在
盖墙处、东风桥上游160米处、
轿子顶处跨越东风渠，在成都
市第三绕城高速公路黑龙滩服
务区附近下穿成都三绕高速公
路，经张家湾、檬子坝、候家沟，
止点与岷东大道（成都剑南大
道南延线）相接。目前已经完
成了施工图设计文件，正在开
展项目招商工作。

截至目前，天府仁寿大道
通车已过去一个月，沿线不少
企业已尝到“甜头”，其中最直
接体现便是节约运输成本。

仁寿县张三芝麻糕食品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华
说，之前，公司要发货去成都，
只有走国道 213 或成自泸赤
高速公路。走国道213，时空
距离较长。走高速，来回过路
费要 100 多元。而走天府大
道节约 时长20余分钟，也省了
过路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梁波 李庆
肖翔 谢凯 忻晓松）2月26日，眉山市
交通局发布招标公告，其中，全长
17.7公里的“天府大道眉山段”项目
引人注目。这是继1月13日天府仁
寿大道全线建成通车之后，这条世界
最长城市中轴线往南方向的又一次
延伸。

此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
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
域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完
善城际交通网络，着力构建南北综合
交通中轴线。

“贯通四川南北的城市中轴线，
天府大道正好位居最中间！”打开
2019版四川交通旅游地图，四川省
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南
交通大学教授戴宾将右手食指，指向
正在从成都向南北两向延伸的天府
大道。

戴宾说，四川总面积48.6万平方
公里，南北向约916公里，东西向约
1061公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四
川的最重要经济联系，对外为东西
向，省内则是南北向。在地理位置
上，天府大道正好位于多条轴线的中
间。因此，可以将其称为城市快车道
南北中轴线。

目前北接德阳南到仁寿的天府
大道，能否进一步延伸，已成为各地
关注的焦点话题。天府仁寿大道通
车一月，综合效应已然显现，成都周
边的中小企业，因此大幅减少了时间
成本和交通成本，仁寿的一些企业仅
过路费一项就可每次节约100余元。

而天府大道这条交通轴线也将
助力四川“一干多支”的发展战略，构
建起南北综合交通的中轴线。天府
大道的进一步延伸，可往北连接德阳
和绵阳，往南连接乐山、宜宾、自贡和
泸州。

在戴宾看来，未来的天府大道自
北而南串起多个城市，将成都平原经
济区和川南经济区串连了起来，能够
起到空间组织作用，让沿线区域已有
的经济活动，逐渐往轴线上集聚，最
终形成四川经济发展上极其重要的
一条经济轴线。如此一来，这条城市
快车道，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大道、景
观大道、文旅大道的综合优势，变身
成为从锦江边修到长江边的四川南
北大通道。

跨越四川
两大经济区

1月13日，天府仁寿大
道通车。算上去年底开建的
天府大道北延线，南至仁寿
北至德阳的天府大道，总长
度将达到150公里，若向北
延伸可抵绵阳，向南可接乐
山、宜宾、自贡、泸州等多个
城市，从锦江边直抵长江
边。那么，这样一条贯通南
北串起八市的城市中轴线将
带来怎样的机遇？

戴宾认为，将成都平原
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串联了
起来，这对于四川区域协同
发展将带来重大变化，让成
都平原经济区与川南经济区
携手组织经济活动成为现
实。同时，南北延伸的天府
大道，还能够起到空间组织
作用。即让沿线区域已有的
经济活动，逐渐往轴线上集
聚，最终形成四川经济发展
上极其重要的一条经济轴
线。另外，天府大道的南北
贯通，不仅可以拉近沿线城
市与成都的时空距离，还可
以拉近这些城市与成都的心
理距离。“我的城市在哪里？
就在天府大道上！这种心理
距离感的拉近，必将给沿线
多个城市发展带来巨大想象
空间。因此，随着天府大道
的不断南北延伸，不仅将成
为跨越两大经济区的大轴

线，还必将成为贯穿四川
南北的一条经济大道、

交通大道、景观大道
和文化大道。”

从锦江边修到长江边？
专家：助力“一干多支”，构建四川南北综合交通中轴线

早在去年12月 3日，作为
四川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
目，天府大道北延线建设项目开
工。

据德阳市交通部门介绍，天
府大道北延线分成都段和德阳
段两部分。其中，德阳段计划分
两期进行建设，预计2022年底
前建成通车，届时成德同城化发
展再增一条城市快车道。

往南，在延伸，往北，也在延
伸。那么，天府大道是不是四川
的南北中轴线？四川省委省政
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南交
通大学教授戴宾给出肯定答案。

“从当前四川交通版图看，
南北交通连接，有多向和多
条。不过，从地理位置看，作为
城市快车道的天府大道，正好
位于多条轴线的中间。因此，
将其称为城市快车道南北中轴
线，这个提法是可以的 。”戴宾
说，四川总面积48.6万平方公
里，南北向约916公里，东西向
约 1061 公里。从经济发展角
度看，四川的最重要经济联系，
对外为东西向，省内则是南北
向。因此，天府大道这条南北
中轴线如果再延长，往北连接德
阳和绵阳，往南可以连接宜宾、
自贡和泸州。如此一来，这条城
市快车道，就不仅仅是连接了几
个城市的快车道，更是四川南北
经济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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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大道综合效应已显现

向南延伸眉山段公开招标

天府大道眉山段的招标公告，在四川招标网挂出时间为2月
26日。公告信息显示，天府大道眉山段全长17.7公里，拟采用设
计速度80公里/小时、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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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天府仁寿大道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