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贺
佳 冒蕞 周帙恒 刘笑雪）“你们用
坚守和付出，换来了万家团圆与欢
乐。向你们致敬！给大家拜年了！”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带着省委、省政府的浓
浓关怀，分别看望慰问省会坚守岗
位的一线劳动者，并通过他们向春
节期间仍奋战在工作一线的全省
各条战线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省领导黄关春、胡衡华、谢建
辉、陈飞、许显辉、陈文浩参加看望
慰问。

来到文艺路口、黎托环卫所等
地，杜家毫与执勤交警、文明交通
劝导员、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一一
握手，互致新春问候。他说，无论酷
暑严寒、刮风下雨，大家全年无休
坚守在保安保畅保洁第一线，十分
辛苦。 正是有了你们的疏导劝导，
才让交通出行更加安全、 有序；正
是有了你们的辛勤付出，才让这座
城市更加温馨、亮丽，你们不愧为

交通安全的“守护者”、城市环境的
“美容师”。走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门诊大楼， 杜家毫查看接诊情
况，了解春节期间值班安排，他叮
嘱医护人员，越是节日期间，越要
精心照顾好病人特别是住院病人，
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温馨。

在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杜家毫通过监控视频系统， 查看了
长沙重点区域治安防控情况。 得知
去年长沙法制环境排名全国第一、
公共安全感和治安安全感位列中部
省会城市榜首时， 杜家毫予以充分
肯定，他说，广大公安民警常年奋战
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第一线， 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和
辛勤付出， 换来人民群众满满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群众为
有你们这样一支敢打仗、善打仗、打
胜仗的队伍而感到骄傲。 尽管各位
身处特殊岗位、肩负重任，但衷心希
望大家注重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多
和亲朋聊聊天、多与子女谈谈心，在
保护好“大家”的同时，经营好幸福
美满的“小家”。 荩荩（下转2版②）

“你们用坚守和付出，
换来了万家团圆与欢乐”

杜家毫许达哲分别看望慰问
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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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思量 ，25年做一件事情 ，

你会做什么 ？到一线发现问题 ，到一
线思考问题，到一线解决问题，最终，
余元君的生命定格在治水一线。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江湖关系复杂，洪水接二连三，湖区损
失惨重，洞庭湖的水患，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就是苦苦难求其解、又不得不解
的世界性难题。 从参与洞庭湖规划工
作，迅速成长为洞庭湖整体规划的领衔
人，再到协调生态保护与治理开发的关
系，余元君敢于克服“不容易”，勇于挑
战“不可能”。吃苦不言苦、知难不畏难，
他的经历， 映照着知识分子为国求索、
为民纾难的心志。 荩荩（下转3版）

“滴水功夫”，有一种力量在传递
———我们要向余元君学些什么②

新华社北京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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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
干部群众，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
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吉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陪同考察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

冬日的北京，阳光万里，碧空如洗。2月1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深入机关、社
区、冬训中心考察调研，给基层干部群众送去
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

上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北京市公安局，
走进合成作战指挥中心和指挥大厅，通过大
屏幕了解勤务指挥调度、巡逻警务、视频警
务、区域警务合作和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等
工作情况。指挥大厅内，习近平通过视频连
线一线执勤民警， 向他们表示诚挚慰问，叮
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并向全国广大
公安干警拜年。 在北京市公安局一层大厅，
习近平同公安英模和干警代表一一握手。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十分关心过节期间全国
特别是首都地区的社会稳定，为的是确保人
民群众平平安安过好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确保首都社会稳定，北京市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统筹推进各方面
工作，坚决完成好任务，让党中央放心、让全
国人民放心。

临近春节，北京城内年味渐浓，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喜迎春节。习近平来到前
门东区，沿草厂四条胡同步行察看街巷风貌，
听取区域规划建设、老城保护、疏解腾退、人
居环境改善等情况介绍。 前门东区是北京老

城重要历史片区， 是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深厚
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对北京开展旧

城保护整治的思路和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

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
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

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 保存历史文脉
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
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 要注意保
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
愁。

草厂胡同过去居住条件比较差， 如今经
过改造后，居住环境大为改善，体现了“老北
京新气象，老胡同新生活”。习近平先后走进
两个居民院落， 了解老城区改造后居民住房
条件改善情况。看到总书记到来，大家都很激
动，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仔细询问他们
日子过得怎么样、冬天用什么取暖、每个月的
电费要多少、年货备齐没有，祝愿他们生活幸
福。居民侯雅明现场写下一副春联，给总书记
拜年。习近平高兴地拿起一幅“福”字，亲自贴
到门上， 给这里的老街坊们拜年。 习近平表
示， 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越
来越好。在朱茂锦家，习近平同他们一家人包
饺子、炸饹馇、聊家常。大家告诉总书记，这些
年， 老城区改造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大为
改善，大家衷心感谢共产党。习近平强调，党
中央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 就是要
让大家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
关心的实际问题， 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
上现代生活。

草厂四条“小院议事厅”和物业服务站，
是社区公共事务的议事平台， 也承担着重要
的社区服务功能。 习近平对这种做法表示赞
赏。习近平同正在议事的居民亲切交谈，一起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指出，
设立“小院议事厅”，“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
的事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和主人翁意识， 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准
化、精细化水平。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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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我们欢聚

一堂、辞旧迎新，感到特别高兴。首先，
我代表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大家致以
美好的祝福，向全省各族人民拜年！

2018年是全省发展进程中极不
平凡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岳阳
视察、勉励我们 “守护好一江碧水 ”，
李克强总理到长沙、衡阳考察指导，带
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湖南的关怀和
希望，将激励三湘儿女奋勇向前。

这一年， 三大攻坚战捷报频传。
我们坚持底线思维， 有力防范经济、
社会等领域重大风险，社会大局保持

和谐稳定。 脱贫攻坚使131万群众甩
掉了贫困帽子。湘江与洞庭湖整治让
很多人记忆中鸟语花香、 鱼翔浅底、
繁星闪烁的景象又重现了。

这一年， 我们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来势喜人。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3.64万亿元，在全国排名
又前进了1位。一些企业实现了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华
菱钢铁利润高速增长。 长沙国家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及专项总数居全国省会
城市第1。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占GDP
比重达1.94%；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获得27项国家科技大奖， 占全国
的1/10。“产业项目建设年” 开局良好，

新引进500强企业项目177个。
这一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城镇登记失业率
3.58%、为近年来最低，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9%。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更加红火。

这一年，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扎实做好巡视整改， 开展领导干部政
治建设专项考察，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推进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
促进了全省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2018年这
份出色答卷，是全体三湘儿女在奋斗
中用汗水书写的。一些湖湘儿女为湖
南人民争了光，他们是改革开放40周

年先进人物袁隆平，全军挂像英模张
超同志，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
烈牺牲的姜开斌同志 ，等等 。他们是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向他们和
全省所有新时代奋斗者致敬！

同志们、朋友们，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新的一年，我省发展
有机遇也有挑战， 全省人民要一起努
力、一起奋斗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鼓足干劲、奋力拼搏，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 身体健康、阖
家欢乐、万事如意！

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杜家毫

（2019年2月1日）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冒
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法国
交通发展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马龙一行。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贵永华，
副省长陈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
加。

许达哲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
欢迎。他说，2018年，湖南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通过创新振
兴实体经济、 推动制造强省建设，通

过开放扩大市场份额、加强国际国内
合作， 全省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是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拥有中车
株机公司、中南大学高速列车研究中
心等一批世界级优势企业、 科研单
位。 法国交通发展集团是全球最大
的交通出行服务运营商， 在轨道交
通维保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湖南将
积极创造条件， 全力支持湖南轨道
交通优势企业与法国交通发展集团
紧密合作。 荩荩（下转2版③）

许达哲会见法国客人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贺佳 周
帙恒）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
来。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在长沙举行
2019年春节团拜会， 省委书记杜家毫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
任委员储波，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原主任陈邦柱， 全国政协经济
委员会原主任周伯华，以及李微微、乌
兰、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胡彪、陈向
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
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刘莲
玉等领导和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杜家毫首先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全省
各族人民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
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他说，2018
年是全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
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岳阳视察、勉励
我们“守护好一江碧水”，李克强总理到
长沙、衡阳考察指导，带来了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湖南的关怀和希望， 将激励
三湘儿女奋勇向前。这一年，三大攻坚
战捷报频传，高质量发展来势喜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
强，全省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这份出色
答卷， 是全体三湘儿女在奋斗中用汗
水书写的。 一些湖湘儿女为湖南人民

争了光，他们是改革先锋袁隆平，全军
挂像英模张超， 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
平台壮烈牺牲的姜开斌，等等。他们是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们要向他们和
全省所有新时代奋斗者致敬。

杜家毫说，新的一年，我省发展有
机遇也有挑战， 全省人民要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鼓足干劲、奋力拼搏，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出席团拜会的还有： 副省级以上
领导和老同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省
直、长沙市政府、部分中央在湘单位主
要负责人， 驻长团以上独立军事单位
军政主官，部分在长全国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黄埔同学会主要负责人， 无党派知名
人士和港澳台同胞、侨胞、民族、宗教、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劳模、工
人、农民、公安、武警、烈军属以及退役
军人和民营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代表，
在长本科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

团拜会上，大家欢聚一堂，互致
问候、祝福新春。省会文艺工作者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

省委省政府举行2019年春节团拜会
杜家毫讲话 许达哲主持

习近平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吉祥

习近平给“王杰班”
全体战士回信
勉励他们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

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 � � � 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这是1日
上午，习近平在前门东区草厂四条胡同32号院，高兴地拿起一幅“福”字，亲自贴到门上，给这里的老街坊们拜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