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电 中央宣讲团近
日到江苏、四川、重庆、辽宁等地，向
党员干部和群众宣讲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并与他们进行现场互动交
流。

江苏
6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

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江苏省委党
校会议中心礼堂为江苏省的党员干
部和群众做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的宣讲报告。袁曙宏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解读，
还和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对
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桑学成提出的“作
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加强自我
监督和自我约束？”、江苏科技大学校
长黄静提出的“如何正确理解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等问题，袁曙宏
一一作了解答。

当天下午，宣讲团来到南京市玄

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与基层干
部群众深入交流。

四川
6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审计署党

组书记、审计长刘家义到四川宣讲六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主会场设在
成都，四川其余各市、州及县（市、区）
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设立分会场，
共有3.8万余名干部群众参加。

刘家义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突出抓
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5个
方面，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和
解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夏良田说，听了宣讲认识
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理解更加系统、更加深
刻。社区党员李厚文、俞涤生、王克
斌说，听了宣讲很受启发，表示要把
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社区进行
宣讲。

当天下午，刘家义深入成都市社
区，就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
释疑解惑。

“从严治党，普通党员与党的高
级干部有没有区别？”“全面从严治党
跟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在
成都市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刘家义
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在一起，像拉家
常一样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重庆
5日，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重

庆宣讲报告会现场，刘家义对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解
读。

“我们要深入把握领会六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
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重庆市纪委
副书记王建东说，纪检监察机关的党
员干部要从思想上认同核心，政治上
维护核心，行动上紧跟核心，用铁的
纪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的政

治和纪律保障。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蒋宜茂

说，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
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最新成果和实际
经验的总结，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政治担当。

宣讲结束后，中央宣讲团一行还
来到两江新区照母山科技创新城党
群服务中心、人和街道万紫山社区，
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

辽宁
5日14时，1500余名干部群众

在辽宁人民会堂主会场，14500人在
14个市和100个县区分会场，听取
了中央宣讲团成员、辽宁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李希的报告紧紧围绕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六个方
面深刻阐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系

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经验新成果，深入解读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的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的基本要求。

今年以来，党中央责成辽宁省委
严肃查处了辽宁全国人大代表拉票
贿选案。在报告会上，李希总结了拉
票贿选案的深刻教训，结合实际阐释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宣讲了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的重大意
义；明确提出了打造风清气正政治生
态和从政环境的要求。

听了宣讲后，东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田鹏颖说，宣讲报告很好
地把六中全会的精神融入辽宁的实
际工作中。辽宁目前正处于政治生
态修复、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
的关键时期，报告回应了4300万辽
沈人民的关切和期盼。宣讲报告展
示了省委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重
视和认真部署，将提振全省干部群众
完成全面振兴任务的信心。

中央宣讲团赴江苏、四川、重庆、辽宁四地
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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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及辅导读物6
日在北京首发。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及辅
导读物主要包括：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种文件

单行本及汇编本，包括：《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单行本与“二
合一本”（32开、64开），《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
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以及党
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党内重要法规的“六合一本”。

——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
版的2种由文件起草组组织编写的学

习辅导类读物，包括：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辅导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这些文

件及辅导读物，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权威文本。

据悉，上述文件单行本及汇编本
共起印近700万册，辅导读物共起印
近200万册，并将适时加印，以确保
满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需求。

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读物首发式在京举行
首印总数近900万册

王东峰当选天津市长
新华社天津11月6日电 天津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1月6日选举王
东峰为天津市市长。

中组部会同中纪委

开展第二批
换届风气监督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为确保新一轮
换届自始至终风清气正，推动形成良好政治生
态，近日，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纪委机关派出换
届风气巡回督查组，对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
山东、广东、海南、四川、贵州、陕西、青海、宁夏等
12省（区、市）进行督查，结合巡视“回头看”督查
北京、重庆、甘肃等2市1省的换届风气情况。

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在动员部署时强调，
督查工作要坚持从严从实，突出问题导向，对责
任落实、教育宣传、监督查处、制度执行、“凡提
四必”等方面情况进行“五个必查”，努力做到对
换届进展情况、换届风气状况、突出问题矛盾、
干部群众反映、潜在风险隐患等“五个搞清楚”，
切实把督查工作沉下去，把真实情况摸清楚，进
一步增强督查督导实效。

图为运-20大型运输机亮相航展。
第十一届中国航空航天国际博览会（珠海

航展）6日下午闭幕，会上各类签约项目价值超
过400亿美元，成交各类飞机187架，入场专
业和普通观众近40万人次。

本届航展参展飞机151架，最引人注目的
是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歼－20的首次亮
相。英国空军“红箭”飞行表演队也是首次来华
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珠海航展闭幕

签约超400亿美元
成交各类飞机187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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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在大海之南的陵水和保亭
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蓝天白云、椰风
海韵，阳光沙滩、空气清新，宛如一个
色彩斑斓的世界；在美丽的杭州城，满
街树叶一片金黄，也是一个色彩绚烂
的世界。

下午3时，杭州西湖宝石山旁的
世贸君澜酒店会议厅里已经高朋满

座、热闹非凡，陵水与保亭两县旅游部
门携手君澜酒店集团，在这里联合推
出两地的旅行婚礼产品“海誓山盟”。

T 型舞台，铺设着洁白色的舞
台，耸立的花柱以及洒在地上的玫
瑰花相互配合，把现场衬托得既烂
漫又温馨。整个推介会有黎苗歌舞
表演、婚礼秀、以及幸运抽奖等环

节。温馨感人的婚礼秀、悦耳的音
乐、精彩的VCR，还有精美的舞蹈，
现场市民屏住呼吸观看欣赏，对此
赞不绝口；有的还用手机把现场画
面拍录了下来。

杭州市民王琴女士去年去过陵
水旅游，得知推介会的消息后，拉上
男友一起来到现场了解产品。“海边、

教堂、原始森林、温泉，非常期待在那
里举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已经定
了就在明年元旦。”王琴一脸兴奋地
说，而站在旁边的男友不住地点头表
示赞同。

杭州市民张金夫妇今天也来到
了推介会的现场，他俩是为女儿挑选
结婚典礼地点的。“到陵水举办婚礼，

顺便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旅游一趟，
也是不错的选择。”张金如此表示。
君澜酒店集团市场品牌总监王芳表
示，婚礼推介会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
了受众热烈关注，除了有很多市民赶
来现场外，酒店还接到了很多咨询电
话，相信“海誓山盟”婚礼产品前景不
可估量。

“牵手山海 遇见君澜”

陵水、保亭联手在杭州推介婚庆产品
强强联手

打造“海誓山盟”
婚庆品牌

据了解，在当天举办的“牵手山海 遇见君
澜”海誓山盟婚庆产品推介会现场除了成功推
介婚庆产品外，陵水县旅游委还与途牛网签署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途牛网
将整合陵水旅游资源，针对婚庆类旅游产品进
行深度开发及包装，利用途牛网络平台对陵水
婚庆类旅游产品进行品牌形象宣传，促进产品
促销。途牛网还将在国内外重点区域举办高端
沙龙和同业交流会，推广陵水婚庆旅游线路，进
一步提高此类线路在经销商、媒体、途牛会员中
的知名度。

途牛网目的地营销中心营销总监冒新星表
示，途牛将依托陵水优质旅游资源，开发出更多高
品质的海南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高品质服务。

周小青表示，将借助“牵手山海 遇见君澜”
海誓山盟婚庆品牌充分宣传山海资源、黎苗风
情、欢乐及浪漫等元素，并旨在利用“旅游+”

“婚庆+”的思维，积极开拓多产业的融合发展，
做大做强陵水旅游业。 （本版图文/禾呈）

让阳光、海滩、雨林
共同见证彼此的海誓山
盟，是许许多多准新人们
的梦想。11月3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与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携手在浙江
杭州举办“牵手山海 遇
见君澜”海誓山盟婚庆产
品推介会，让长三角的准
新人们能在陵水与保亭
梦想成真。

杭州西湖婚礼秀 浪漫温馨诱游人

政企等多方联合推广 打造“海誓山盟大秀”

推介会现场。

香水湾君澜度假酒店婚礼秀礼堂。

陵水与保亭两县属于我省“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既互为“近邻”，又拥
有气质相仿的旅游资源以及为中外游
客津津乐道的高星级酒店。

其中，两个君澜酒店享有盛名。
陵水的君澜位于香水湾，与绵延的牛
岭生态公园相望，面朝浩瀚的南中国
海，与南海诸岛相映成辉。而保亭的
君澜则位于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

内，是一家以“热带雨林”和“野溪温
泉”为特色的养生主题酒店，距三亚仅
1.5小时车程。

这两家君澜酒店，宛如两位嫁入
不同人家的亲姐妹，出自一脉却各有
各的风格、特色；香水湾的“海”，七仙
岭的“山”正好组成了“与海为誓，与山
为盟”的“上下半场”，是众多新人张罗
婚拍、婚礼、蜜月等一系列婚庆事宜的

“最佳拍档”。
香水湾君澜度假酒店常务副总经

理杨亚丽表示，正是海南区域内君澜
酒店集团品牌产品的紧密联合，促成
了“牵手山海 遇见君澜”海誓山盟婚
庆产品推介会的成功举办。

而陵水县旅游委主任周小青认
为，“牵手山海 遇见君澜”海誓山盟婚
庆产品成功推介还是政企共同策划、

联合推广的结果。
周小青表示，“牵手山海 遇见君

澜”海誓山盟婚庆产品推介会活动成
功亮点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跨
区域联合推广，全面展现陵水、保亭两
县的优质资源；二是把陵水、保亭山海
资源充分结合，优势互补；三是少数民
族风情文化得到充分展现，而且还形
成与景区、酒店互动。

推介会现场不仅吸引了上百名来
自长三角地区婚庆行业的专业人士、
旅行社行业人士参加，还有50多家媒
体记者亲临现场报道，这也为即将到
来的海南旅游旺季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陵水、保亭旅游部门均派出精兵
强，运用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对优质旅
游资源进行了强势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