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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据新华社成都2月13日电 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
四川， 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进行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
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初春的巴蜀大地，春寒料峭，蕴含着勃
勃生机。2月10日至13日， 习近平在四川省
委书记王东明、省长尹力陪同下，来到凉山
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都市
等地，深入村镇、企业、社区，考察脱贫攻坚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在汶川考察灾后恢
复重建发展情况， 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

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
村， 平均海拔2500多米， 是一个彝族贫困
村。习近平先后走进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
阿木2户贫困家庭看望， 同主人亲切拉家
常，询问生活过得怎么样，发展什么产业，
收入有多少， 孩子有没有学上。 习近平指
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 特别是
在深度贫困地区， 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
都必须啃下， 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
必须打赢，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
民族、每一个家庭。

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灾
区恢复重建怎么样？ 群众日子过得怎么样？
习近平十分牵挂。12日上午， 他专程来到阿
坝州汶川县映秀镇。这里是汶川特大地震震
中地。10年前地震发生后不久， 习近平就冒
着余震来这里考察抗震救灾情况， 慰问受
灾群众。10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一片祥和安宁。习近平首先来到漩
口中学遗址， 向汶川特大地震罹难同胞和
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 并三
鞠躬。他叮嘱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
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3日上午， 习近平听取了四川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指明
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 为中国这艘承
载着13亿多人的巨轮前行立起了新航标。
全党全国全社会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参悟
透、领会好，更好把握党的十九大各项战略

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要
多调研、摸实情，盯住抓、抓到底，崇尚实
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任务落下去， 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
实起来。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 要夯实实体经济，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创新驱动，推
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
空间布局。要抓好生态文明建设，让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
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合。要增
强改革动力，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
旺盛、区域布局协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
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指出，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常怀忧民、爱民、惠民之心，
采取针对性更强、 覆盖面更大、 作用更直
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解决好同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 社会稳定等民生问题， 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要坚持抓发展、 抓稳定两手都要
硬，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大决策部署， 把社会稳定工作做得
更细致、更扎实、更紧密。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
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
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要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
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
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带
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 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春节前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
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
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
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岚清、曾
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
云山和田纪云 、迟浩田 、姜春云 、王乐
泉 、王兆国 、回良玉 、刘淇 、吴仪 、曹刚
川、曾培炎、王刚、孟建柱、郭金龙、王汉
斌、何勇、赵洪祝、王丙乾、邹家华、王光
英、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
曹志、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
丁石孙、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

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
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
蒋树声、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
国、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
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胡启
立、赵南起、毛致用、王忠禹、李贵鲜、张
思卿、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
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
阿不都热西提 、李兆焯 、黄孟复 、张梅
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
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
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
问候， 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
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所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老
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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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涛 ） 春节将至 ，昨
天， 市长张爱军率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
江都区仙女镇、 真武
镇以及扬州消防支
队、高炮二师等地，看
望困难群众、 困难党
员、 敬老院老人和部
队官兵， 送去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温暖 ，并
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美
好祝福。 市领导孔令
俊、宫文飞、何金发 ，
市政府秘书长尤在晶
参加活动。

张爱军一行先后
来到仙女镇五保户陈
荣华和真武镇重残户
谈风勇、 困难老党员
高善朝、 优抚对象孙
雪、 低保对象高小山
等困难群众家中 ，详
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收
入、 生活状况以及过
年准备情况， 看有什
么急需党委、 政府帮
忙解决的问题。 重残
户谈风勇与母亲都属
于视力一级残疾 ，丧
失工作能力， 儿子中
职刚毕业， 全家仅靠
年迈的老父亲在村里
打零工。 张爱军鼓励
谈风勇坚定生活信
心，并叮嘱镇、村干部
主动帮助谈风勇的儿
子在当地就近就业 ，
既可以照顾家庭 ，也
能尽早改善全家经济
状况 。 “困难是暂时

的，要乐观面对，党和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帮
助你们。”张爱军详细了解了困难群众的家
庭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送上了慰问金和
慰问品，并嘱咐镇村两级干部高度重视，切
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真武镇敬老院内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张爱军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拜年， 祝他们
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他嘱咐
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安享
幸福晚年生活。走访慰问中，张爱军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时刻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
心上，用足用好各项惠民政策，千方百计帮
助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切实让他们享
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确保都能过上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扬州消防支队，张爱军代表市委、市
政府向全市消防官兵表示了新春祝福，充
分肯定了2017年扬州消防取得的成绩。他
表示，过去一年，全市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
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也包含了消防官兵的
突出贡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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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生锋 吴涛 楚楚 邹平） 春
节即将来临。2月8日至13日， 市委书记谢正义、
市长张爱军、 市委副书记张宝娟等分别看望了
程顺和、刘秀梵、张洪程三位院士，向院士及其
家人送上新春祝福，并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团结带领全市科技工作者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强富美高”新扬州贡献智慧和力量。扬州
大学党委书记姚冠新、校长焦新安，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江桦，市委常委、秘书长陈锴竑，市政
府秘书长尤在晶等参加活动。

程顺和院士被誉为“南方麦王”，是我国著
名的作物育种学家。前不久，程顺和院士因病入
院做了手术，目前恢复良好。“新春佳节将至，我
代表市委、 市政府给您拜年了。”2月12日上午，
在程顺和院士家中， 谢正义关切询问院士手术
和后续治疗情况， 感谢院士多年来为国家农业
科技发展以及扬州科技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
谢正义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
扬州需要一批代表中国创新能力和水平、 在国
际上具有知名度影响力的科学家； 院士是科技
创新的核心力量和中坚力量， 希望院士们在新
的一年里多出科研成果， 为科技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作出新贡献。

刘秀梵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常委、全国动
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最近，教育部审核认
定了首批20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刘秀梵作为负责人的扬州大学 “动物传染病学
教师团队”成功入选。昨天下午，在刘秀梵的办
公室，张爱军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张爱军介绍了
刚刚过去的2017年扬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表示，刘秀梵院士是扬州大学的骄傲，更是扬州
人民的骄傲。 院士作为扬州高层次领军人才的
代表，为扬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希
望新的一年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就。

2月8日下午， 张宝娟前往扬州大学农学院
慰问张洪程院士。 张洪程院士是著名的水稻专
家，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宝
娟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张洪程院士等农业专
家长期以来为扬州城市建设发展倾注的心血和
汗水， 她表示以院士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是扬
州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 是扬州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动力，希望院士能进一步领衔、领军、领
航扬州农业科技发展， 推动扬州农业现代化迈
上新台阶。

为落实2017年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人才政
策20条”，我市专门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结对联系
专家人才实施方案， 以院士、“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专家、省“双创计划”和“333工程”领军人
才等高层次人才为重点，市委常委、副市长每人结对联系一名高层次专
家人才，近期市领导分别进行了走访慰问。今年我市首次将省首批乡土
人才“三带”名人、能手和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专家纳入春节前人才慰问
对象，以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支持和
服务专家人才创新创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支撑。

去年国税落实优惠132亿元
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享受面连续三年保持100%
本报讯 （记者 筱闵） 记者

在全市国税工作会议上获悉，去
年我市国税部门积极落实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转型、经济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税收支持。

国税部门为了让企业享受便
捷高效的办税服务，上线运行“电
子税务局”，推出发票“不见面、网
上批、快递送”业务，实现纳税申
报、 资格认定等90%以上业务网
上办理 ，85%的纳税人主动选择
弃“马路”、走“网路”，全市纳税人
每年可减少往返国税机关500万

次。同时，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的政策服务， 组织营改增政策大
调研、大辅导，组织专家团队政策
宣讲入企业、税法普及到社区、创
业政策进校园， 帮助纳税人及时
掌握政策， 充分享受政策。2017
年，全市国税收入300亿元，落实
各项税收优惠132.4亿元，相当于
有近四成的国税收入反哺实体经
济， 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享受面连
续三年保持100%。“税银互动”活
动还帮助781户中小企业获批5.3
亿元信用贷款。

节前送祝福 关爱暖人心

朱民阳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基层工作者
和军队离退休老干部———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2月7日上午，市政
协主席朱民阳走访慰问了蜀冈—
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困难群众、
基层工作者以及军队离退休老干
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姜龙，市
政协秘书长汤天波参加活动。

梅岭街道锦旺社区71岁的困
难老党员刘春田，1975年入党，去
年年初因患病三次住院。朱民阳关
切地询问其身体恢复情况，并致以
新春美好祝福。特困职工胡舫身患
重疾，丈夫打工，在其家中，朱民阳
详细询问她的生活情况和实际困
难，鼓励他们一家人树立信心、走
出困境。下岗失业人员张胜虎的女
儿今年18岁，不幸患上白血病和红

斑狼疮，家庭十分困难。朱民阳嘱
咐相关部门做好帮扶对接工作，鼓
励他们乐观面对困难， 积极接受
治疗，争取早日渡过难关。

在梅岭街道、锦旺社区，朱民
阳向街道、 社区基层工作者致以
新春美好祝愿， 希望大家进一步
建设好、管理好社区，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好的服务。

随后， 朱民阳来到市惠民医
院、市军队离退休干休二所，向困
难群众、 部队离退休老干部致以
新春的祝福， 并叮嘱相关部门切
实关心困难群体、离退休老干部，
多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
难， 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爱与温暖。

逆行的“候鸟”他乡的团圆
为保障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建设工期，他们坚守扬州，接来家人团圆———

本报记者 露莎

除夕将至， 身在他乡的
游子， 如候鸟一般纷纷赶回
家团圆 。但是 ，在扬州 ，却有
一群逆行的 “候鸟 ”，他们是
城市南部快速通道建设者的

家属。为了保障工期，这些建
设者要坚守工地， 只能将家
人接到扬州， 过一个他乡团
圆年。

家人在哪儿， 家就在哪
儿， 他乡也就是 “家乡”。昨
天， 记者来到城市南部快速
通道项目部， 走近这些逆行
的“候鸟”，记录他们的故事。

“孩子爸爸在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昨日的城市南部快速通
道四标的项目指挥部， 不同
以往， 一走进院子就听到孩
子们叽叽喳喳的打闹嬉笑
声。“孩子们都是我们中铁四
局建设者的家属。”项目部负

责人綦久勤告诉记者， 因为
建设者无法回家， 只能把妻
子孩子从老家接过来， 在扬
州团聚，“这次有三四家的家
属一起来扬州过年。 孩子们
一来， 我们项目部也觉得热
闹了很多。”

在这群孩子中， 年龄最
小的刘应强只有七个多月
大，这次和妈妈陶春燕、姐姐
刘应睿从老家安徽阜阳一起
来扬州， 这也是他第一次出
远门。“孩子爸爸一直在工程
上忙，就连我生二胎，在家也

就呆了不到一星期。”陶春燕
告诉记者， 虽然刘应强还很
小， 但是为了让他和姐姐有
更多和爸爸相处的时间 ，自
己还是坚持带着两个孩子来
到扬州。

来自徐州的李佳和李秋
娴姐妹俩相对 “幸运 ”一点 ，
因为她们的父亲经常 “回
家 ”。“说到底还是托工作的
福 。” 她们的妈妈郭影笑着
说，丈夫是项目的财务人员，
因为公司在徐州， 每次有工
作需要回徐州处理， 他可以

顺道回家看一下。
“除了扬州，我带着孩子

还在溧阳、义乌过过年，孩子
爸爸在哪儿 ， 我们就去哪
儿。”看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女
儿易梓鑫和李乐乐， 李冰有
些无奈 ， “只要一家人在一
起，去哪都可以，就是对老人
有些愧疚， 过年都无法陪在
他们身边。”说到爸爸，已经9
岁的易梓鑫偷偷告诉记者 ，
她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接
送， 害怕老师布置作业写爸
爸，渴望爸爸更多的陪伴。

“这次抽空，一定带
她们出去走走”

在扬州去过哪里？ 孩子
们异口同声的回答居然是
“欧尚和大润发”。的确，建设
者们坚守施工一线， 她们的
家属不熟悉扬州， 活动范围
也就是在项目部附近。

为了保障工期， 易梓鑫
的爸爸易瑛一直忙碌在工地
上，即使家人来到扬州，依旧
没有时间陪伴。“每天都很想
孩子， 没事就看看手机里的
照片，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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