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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29 日
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
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
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定《中国共产
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有效履
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民军队永葆
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深
化政治整训，
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要坚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的建设
全过程和各方面，
推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
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要突出书记
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培训，提高抓党的
建设的意识和能力。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
《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有效执行、落
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选举
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
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制
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
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利、规范基层
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措，
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
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提
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
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

“小觅丰”2分钟抢光1000张1元门票
丰都县县长罗成昨晚走进直播间，
超过 31 万网友点赞 178 万

“小觅丰”
丰都粉丝有了新名字

“今晚有哪些东西可以抢
啊？”
“ 我要抢麻辣鸡和恒都牛
排 ！”
“ 秒 杀 秒 杀 ，我 在 等 秒
杀”……昨晚 8 点，重庆“双晒”
第二季进入丰都时间，丰都县
县长罗成走进直播间和网友们
一起看“丰景”、购“丰物”，一起
感受当地的山水之旅、人文之
旅和美食之旅。
在一个半小时的直播里，
超过 31 万网友涌入了直播间，
收获点赞 178 万，麻辣鸡卖断
货临时加售 6000 份，1 元门票
2 分钟抢光……网友们在丰都
“双晒”直播间里不仅看遍了丰
都人文美景，更是抢到了心仪
的丰都特产。

丰都县长罗成现场煎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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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晚上 8 点，直播间里就涌入了不少
的网友。
“ 丰都鬼城名气太大了，我想去看
看。”
“ 丰都庙会好玩，可惜今年只在网上看
了看，明年还搞不搞哟？”
“今年夏天热，南天
湖景区有没有度假套票啊，能不能便宜一
点”……随着丰都美景在屏幕上逐渐展现，
直播间里的观众人数也在迅速增长。
看到网友们如此热情，罗成为喜爱丰都
的网友们取了一个爱称——
“小觅丰”。罗
成说，现在的年轻人群体都有自己的专属称
号，在接下来 90 分钟的直播中，他将带领
“小觅丰”们一起感受丰都的文化体验游、康
养度假游、欢乐激情游。
开播仅半个小时，丰都直播间便吸引了
超过 5 万人次收看，点赞数超过 83 万。整场
直播共有超过 31 万人次收看，点赞数达到
178.5 万，
足以见得
“小觅丰”
们的热情。

2 分钟
1000 张 1 元门票被抢光
到丰都旅游，第一站去哪里？不少人的
答案一定是名山景区。直播间里，丰都名山
景区也率先亮相。
罗成介绍，丰都名山是首批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也是全国首批 4A 级景区，以其独有
的文化名扬天下，成为向世界展示神秘东方
文化的一扇窗口。
既然是直播带货，罗成也给“小觅丰”们
带来了实打实的优惠。原价 90 元/张的丰都
名山景区门票，直播间只要 20 元/张。
更让人激动的是，直播间还开启了 1 元
限量秒杀门票的活动。随着罗成一声“上
架”，网友们开始了疯狂抢购模式，短短 2 分
钟，
1000 张 1 元秒杀门票就被全部抢光。
被抢光的不只是景区门票，还有人见人
爱的丰都美食“麻辣鸡”。在游历了名山后，
麻辣鸡也“千呼万唤始出来”。原价 79 元/袋
的麻辣鸡，直播间价格只要 58 元/袋，上线五

分钟就全部被网友抢光。罗成现场和厂家
商量，临时再增加了 6000 件商品，满足网友
们的
“剁手欲”
。

露一手
县长下厨房为网友煎牛排
直播间里，县长罗成除了为“小觅丰”们
介绍产品，还穿上围裙秀才艺，与大家分享
了煎牛排的心得。
“罗县长，我是厨房小白，有没有煎牛排
的技巧呢？”不太会下厨的主播问道。罗成
回复说：
“别担心，
买恒都牛肉就行了。
”
恒都牛肉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呢？罗成
介绍，牛肉好不好吃，首先看牛的品种好不
好。恒都肉牛选的是西门塔尔、安格斯 2 岁
左右的小公牛，通过谷物喂养 6-8 个月，让
牛的营养更好，蛋白质更丰富，肌间脂肪更
均匀。同时，屠宰过程中进行了 72 小时低
温排酸，这样一来肉中的乳酸自然分解为
水、二氧化碳和酒精，而且肉中的三磷酸腺
苷会分解为肌苷酸，也就是鸡精，所以味道
更鲜。
罗成一边讲解，一边处理解冻后的牛
排。
“我常在家给家人煎牛排，我还是有一些
心得的。”罗成说，在家煎牛排的第一步，一
定要待牛排解冻变软后用厨房纸把牛肉表
面的水分吸干，然后在牛排的两面撒上粗盐
和黑胡椒。
为牛排撒上调料做好“按摩”后，罗成将
橄榄油倒入煎锅中。
“ 我的经验是油温一定
要足够高后再下牛排，这样能更好锁住牛排
中的水分。”罗成说，单面煎一分钟后，要先
对牛排的周边进行煎制封边，再煎第二面，
也是一分钟左右，不能煎得太老，最后起锅
前再用一点黄油、迷迭香等。
直播间里，罗成也为网友们带来了恒都
牛排的福利。原价 399 元/袋的恒都牛排 10
片装套餐，直播间只要 149 元，而且还赠送
12 包牛排酱料、1 副刀叉、1 个牛排煎锅以及
2 片 100 克整切牛排。如果你没有来得及抢
购也没关系，在直播后的 15 天内都能享受
149 元/袋的特价。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代表资格条件，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
分配代表名额，
优化代表结构，
确保生产和工作
一线代表比例。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
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人。要坚
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严肃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
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加强谋划，
精心组织，
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
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
平稳有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
干培训，
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促落
实，
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半价抢购
丰都康养胜地度假房
火炉重庆的夏天来了，你想好去哪里
避暑度夏了吗？丰都“双晒”直播间里，罗
成就为网友们带来丰都的清凉。
重庆避暑游，南天湖旅游度假区是不
得不提的一个。直播间里，罗成为网友们
送上福利：原价 5680 元/间/月的名湖度假
酒店套房，直播间秒杀限量 2 套 1888 元/间/
月，以及限量 3 套 2888 元/间/月。同时，直
播后 15 天内还将提供 5 套 3888 元/间/月的
优惠。由于折扣大、数量稀缺，度假产品都
是秒光。
除了南天湖，县长罗成还为网友们介
绍了丰都另一处乡村风情的避暑胜地——
雪玉山。
“雪玉山上很多都是来自主城区的
市民，他们成为新丰都人。”罗成在直播中
向更多的网友发出了邀请，邀请大家到丰
都上山当
“山民”
。
直播间里，
原价2500元/人/月的雪玉山康
养度假房，
直播期间价格仅需1200元/人/月，
不仅包住宿，
还包一日三顿的农家特色餐。

文创走俏
鬼脸谱瓢画与麦秆画秒光
“双晒”除了要晒“文旅精品”，还要晒
“文创产品”。
在木瓢上画鬼脸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是丰都民俗文化催生出的一种独特艺
术。”罗成介绍道，鬼脸谱瓢画与京剧和川
剧的脸谱有相似之处，1994 年被评为“中国
民间艺术一绝”。罗成将“鬼城瓢画”非遗
传承人雷晓斌请到了现场，为网友们展示
鬼脸谱瓢画的制作工艺。此外，重庆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都麦秆画也在现场进
行了展示。
直播间里，原价 360 元/件的鬼脸谱瓢
画只需 220 元/件，原价 150 元/件的麦秆雕
刻画，
只需 45 元/件。
由于制作不易，现场只有分别 5 件产品
进行销售，网友们纷纷留言说“瓢画求增加
数量”
“麦秆画还有吗，怎么秒光”。如果你
也喜欢丰都的文创产品，不妨去当地走走，
和手艺人一起聊聊文创背后的故事。

直播现场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