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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祝 福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新 春 吉 祥
祝 愿 伟 大 祖 国 更 加 繁 荣 昌 盛

2月12日上午，习近平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考察时向群众拜年，祝愿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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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
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
川省民族类别、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
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和发展相对不
足，该州是全国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

区之一，17个县市中11个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习近平十分惦记这
里的群众。11日上午，雪后的大凉山艳
阳高照，沿途雾凇银光闪闪。习近平
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往返
4个多小时， 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昭觉
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普村
看望贫困群众。
三河村平均海拔2500多米，是一
个彝族贫困村。习近平沿着石板小路
步行进村，察看村容村貌和周边自然
环境。 他先后走进村民吉好也求、节
列俄阿木2户贫困家庭看望， 详细观
看门前的扶贫联系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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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饶有兴趣地听10岁小女孩吉好
有果唱《国旗国旗真美丽》，并带头鼓
掌。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习近平同
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围坐在
火塘边，一起分析当地贫困发生的原
因，谋划精准脱贫之策。大家用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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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见到总书记的喜
悦和幸福，畅叙了党和政府对彝族同
胞的关怀关爱，述说了脱贫攻坚行动
给乡亲们带来的大量实惠，人人都边
说边激动得流泪。习近平饱含深情地
说，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很高兴
来到这里，看到大家日子一天天好起
来，心里十分欣慰。得知近年来村里
大力发展种养业，引进优良品种的牛
猪羊，家家户户种植了马铃薯、核桃、
花椒，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习近平十
分高兴。他强调，发展特色产业、长期
稳定致富，都需要人才。要培养本地
人才，引导广大村民学文化、学技能，
提高本领，还要移风易俗，通过辛勤
劳动脱贫致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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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上午，习近平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解放乡易地扶贫搬迁新村火普村同乡亲们亲切握手。

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
家庭。
解放乡火普村是易地扶贫搬迁
的新村， 搬迁新房沿公路依山而建。
习近平走进贫困户吉地尔子家的新
居， 在院内平台远眺火普村全貌，听
取该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彝家新
寨新村建设、产业扶贫和公共服务保
障等情况介绍，随后进屋察看住房功
能布局， 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情况。
习近平指出，这里的实践证明，易地
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
径， 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实。搬
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
结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
发展。
离开村子时，身着彝族盛装的村
民们排起长队， 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向总书记拜年。 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
民向总书记献上彝族传统服饰查尔
瓦，表达对总书记的爱戴之情。习近平
同乡亲们亲切握手，祝乡亲们新春吉

祥、生活越来越好。村民们又动情唱
起《留客歌》。掌声、歌声、欢呼声在村
子里久久回荡。
当天下午，习近平从西昌前往成
都。一下飞机，便来到天府新区考察。
天府新区于2014年10月获批为国家
级新区。 习近平结合视频、 沙盘、展
板， 详细了解兴隆湖生态治理成果、
沿湖产业规划布局、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情况。他指出，天府
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
设好， 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
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
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电子信息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
要产业。习近平十分关心这一领域的
最新进展。在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习近平听取了公司总体情
况和四川省、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情
况介绍，察看企业自主可控网络信息
安全产品，并深入车间观看新一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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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面板生产工艺流程。他勉励企业抢
抓机遇， 积极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提
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
今年是“5·12” 汶川特大地震
10周年。1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 山崩
地裂，满目疮痍，给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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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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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中办关于对孙政才
涉嫌犯罪提起公诉的通报精神
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对孙政才涉嫌犯罪提起公诉的通
报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恪守绝对忠诚，以实际行动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正
确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始终保持
坚守法治、厉行法治的定力，一以贯

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传达
中办通报精神并讲话。
会议指出，检察机关对孙政才案
依法提起公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永不停歇的坚强意志和将反腐败斗
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再次证
明我们党具有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深得党心
民心。 湖南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办通报精
神上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把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

许达哲参加省政府研究室综调一处支部组织生活会

当好新时代长征路上的“急先锋”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参
加所在省政府研究室综调一处支部的
组织生活会，与支部成员一起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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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勉励大家，做到信念坚定、政治过硬、
业务精湛、作风优良、责任落实，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略等重点工作发挥好参谋辅政作用，当
好新时代长征路上的
“
急先锋”。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上，党支部书记通报了此次组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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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建、招、培’上下功夫，推
进农产品科技产业园、湘阴渡田
园综合体示范区等项目建设，力
促乡村振兴战略在永兴落地生
根。”永兴县政府负责人说。
永兴县素有“油茶之乡”“冰
糖橙之乡”等美誉，也是产粮大
县。近年来，该县以农业产业化
为重要抓手， 推动城乡统筹发
展 ， 构 建 起“政 府 推 动 、 部 门 联
动、企业主动、社会促动”的农业
产业化发展机制。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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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武 曾翔

杜家毫传达中办通报精神并讲话
湖南日报 2 月 13 日 讯 （记 者 贺 佳
周 帙 恒 ） 今天下午，我省召开领导干

永兴：产业兴旺乡村美

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把忠诚核
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
要求转化为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和行
为规范，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
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
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反对搞两面
派、做两面人。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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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并作支部对照检
查和个人对照检查; 支部其他同志联
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作对照检查
发言，并相互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
“大家为工作牺牲了许多休息和
照顾家人的时间， 向同志们表示感
谢，并通过你们向各位家属致以慰问
和新春祝福。” 许达哲认真听取大家
的发言，充分肯定支部2017年各项工
作成效。
荩
荩（下转2版③）

永兴县政府近日召开了一
次“圆桌会议”， 现场讨论异常
“火热”。永兴县政府这次请来当
地农业企业家代表，商量如何进
一步发挥农业企业对乡村振兴
的引领作用。
“今年我们将把发展农业产
业作为政府工作重中之重，按照
‘规划引领、 构建平台、 引进主
体 、精 准 对 接 、 强 化 服 务 ’ 的 思

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孙政才
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新华 社 北 京 2 月 13 日 电 记者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第十八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
市委原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一
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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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依法指定管辖， 移送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
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荩
荩（下转12版）
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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