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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
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保
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
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习近平
总书记日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 科学谋划和全面部署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
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
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
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紧抓住“牛鼻
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

浙江商人卢坚胜， 也是北京浙江企
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 他对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中提到的 “稳妥有序推进实施”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印象深刻。
3年多以前， 卢坚胜离开北京大红

门， 和很多经营服装生意的同乡一起把
工厂、商铺搬到了河北廊坊永清。

卢坚胜说，以前我们是被动疏解，后
来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等新模式主动转
型升级，只要利用好市场和技术，就能开
辟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讲究方
式方法， 为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发改委主任
谈绪祥说，要坚持疏控并举、政府与市场
两手用力， 坚持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同
步推进，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持续
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不断优
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道路干净整洁，办公楼庄重大气。在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北运河北岸， 北京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办公区在
北、东、西三面呈品字形排列。

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A1工程项
目常务副经理胡宪章负责市委办公大楼
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高质
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 这对
我们一线建设者是鼓励更是鞭策， 我们
一定要以更高的质量、 更高的标准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二期工程。”胡宪章说。

临近春节， 河北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道
路两侧挂满了红灯笼，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儿。在市民服务中心内的规划展示中心，可
以看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来龙去脉。

“在雄安新区从规划编制即将转向
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高质量高标准’，这给我们的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副局长贺晓新说， 要坚持着眼于建
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
初心不动摇，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打造
一批精品、标杆工程。

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
要求和重要支撑。

规划面积10.3平方公里的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尽管是周末，不少企业
依然在忙碌。 园区里天津卡雷尔机器人
有限公司CEO尹利和研发团队正在热烈
讨论如何提升机器人机械手抓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大家很受
鼓舞， 也为我们今后的创新指明了方
向。”尹利说，公司上下将铆足一股劲持
续创新攻坚， 拓展商用服务型机器人应
用场景，进一步擦亮“中国创造”的招牌。

看到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河北沧州渤海新
区管委会主任张国栋很激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从规划到实施， 三地将面临更多
跨区域政策协调、 利益分享等深层次协
同，这需要更大魄力和更多智慧。我们在
实际工作上不仅要稳扎稳打、勇于担当，
更要敢于创新。”张国栋说。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是促进协同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党晓龙表示， 将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重点， 在跨区域政
策协同、利益补偿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
横向生态补偿等重点领域，开展政策创新。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居住了数十万北
京上班族，高峰时段，燕郊进京主要通道
102国道经常拥堵。如今，横跨潮白河的
燕潮大桥飞架京冀两地，待正式开通后，
将大大降低“跨省上班”的出行烦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新开
工建设一批交通、水利、公共服务等重大
基础配套设施， 让社会各界和新区百姓
看到变化。我们鼓足了干劲，今年河北省
将加快京秦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 让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不断迈上新台阶。”河北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普清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前身为
雄县二小）是北京对口帮扶雄安新区的4
所学校之一。这两天，学校正在召开第一
次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我感受特别深。去年9月
份新学期以来， 中关村三小派出来自各
个学科的12位骨干老师。目前，我们在教

师队伍、 课程等方面已经建立了全新的
工作机制，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整体提高。
相信通过对口帮扶， 将推动京津冀地区
教育更优质、更均衡。”校长张文峰说。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医院，医
生李广平通过远程心电会诊平台， 与来
自北京宣武医院的专家一起为前来就诊
的患者看病。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感
触最深的是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这
些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了优质医疗
资源更加充分和均衡的发展， 我们要强
化合作、贡献力量，一起推动解决百姓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李广平说。

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强化生态环境联
建联防联治。

如同电力高速公路，一条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即将于3月份正式开
工建设，张北草原丰富的风电、光电等清洁
电能，将源源输送到数百公里外的雄安。

国网冀北电力公司董事长田博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加清洁能源供
应， 这对电力能源和环保提出了更高要
求。我们要超前开展规划布局，不断提升
自身承载能力和供电服务保障， 确保电
力供应的可靠、清洁。

冬日午后， 天津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
广场上，不少市民在散步、休闲，享受阳光。

干了20多年水务工作的周潮洪看着
高耸的纪念碑， 感慨万千：“引滦入津的
水源地在河北， 对保障天津市民的饮用
水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我见证了它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 通过上下游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立， 水质从源头污染到逐
步好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
振奋， 未来， 通过三省市的联建联防联
治，我们一定能让天更蓝、水更清。”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人士
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
的意见建议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会上， 代表结合各自工作， 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建

议。李克强认真倾听、积极回应。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去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这
也充分彰显了人民的力量。做好今年政府工作，仍要依靠人民
群众的共同奋斗，需要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你们的
意见反映了社会各界和基层群众的所想所盼， 政府要着力解
决民生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提出要面向国家需要发展
多种类型的高等院校。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就高质量科技
创新、科教融合提出建议。李克强说，教育关乎每个家庭和国
家未来，要继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全民素质。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推动高校多样化发展，保护好学生的创造“火
种”，为各行各业培养更多创新人才。要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
造潜能，加强基础研究，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技术。

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冯巩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依靠法
治建设推动影视行业健康发展。李克强说，社会治理既要完
善法治，又要发挥文化修养、道德观念的力量。要保护和发扬
光大优秀传统文化。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提出要加强儿童慢性病防控，支
持社会办医，加强疫苗管理。李克强关切询问目前我国儿童
慢性病发病情况，并叮嘱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上述问题，强调
要严格监管，绝不能再发生接种过期失效疫苗的问题。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一年一度
的春运即将拉开大幕， 连续开展多年的
“新春走基层”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暨春
运宣传20日启动。

“新春走基层” 活动是新闻战线的
响亮品牌。 活动开展8年来， 在发掘提
炼精彩故事， 做亮做强主题宣传， 深化
拓展“走转改” 活动， 有效提升新闻队
伍素质等方面， 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开展好“新春走
基层” 活动和春运宣传具有更加特殊的

意义。 全国广大新闻记者将以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宣传为主线， 做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报
道。 以“新春走基层” 为契机， 找准中
央精神与基层实践的结合处， 摸清群众
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关注点， 有针对性地
做好宣传报道， 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真正落

地生根。 在深入基层中练就强劲脚力，
在洞察生活中练就敏锐眼力， 在勤学深
思中练就过硬脑力， 在书写时代中练就
不凡笔力。

新闻记者将通过调研式、 行进式、
体验式采访， 报道春运故事， 记录时代
风貌， 把春运宣传做精彩、 做深入， 深
刻展现春运所蕴含的家国情、 中国梦。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锤炼践行“四力”讲好奋斗故事
2019年“新春走基层”暨春运宣传启动

� � � �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 （记者 王
亮 ） 2018至2019赛季中国羽毛球俱
乐部超级联赛总决赛19日进行， 湖
南华莱队3比2险胜厦门特房队， 获
得本赛季的第三名。 浙江能源队3比
2击败青岛仁洲队， 荣膺冠军。

18日的半决赛中， 湖南华莱队0
比3输给了青岛仁洲队， 遗憾失去了
争夺冠军的资格。 厦门特房队则是以

1比3不敌浙江能源队。
这场三、 四名较量格外激烈。

女双比赛率先进行， 贾一凡/陈清晨
以2比1击败李茵晖/杜玥。 女单小将
魏雅欣发挥出色， 以两个15比8拿下
名将李雪芮， 帮助湖南华莱队取得2
比0的领先。 两分落后， 厦门特房队
没有放弃， 欧烜屹/杜玥和乔斌在混
双和男单中顶住压力， 分别取胜何

济霆/魏雅欣和庞钰才， 帮助厦门特
房队扳平比分。 决胜局中， 李俊慧/
刘雨辰展现了国内头号男双的实力，
以2比0轻松击败刘成/韩呈恺， 帮助
湖南华莱队拿下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的胜利。

最终湖南华莱队以第三名结束了
本赛季羽超联赛， 完成了进入前4的
目标。

湖南华莱队获第三名羽超联赛落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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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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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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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19020 8 2 1 7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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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应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 朝鲜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副委员
长、 国际部部长李洙墉率朝鲜友好
艺术团于1月23日起对中国进行访
问演出。

朝鲜友好艺术团将
对中国进行访问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里皮，的确是大师。亚洲杯16强
赛1月20日展开，在国足与泰国队的
较量中， 国足主帅里皮在落后1球的
局面下，换上肖智，后者上场3分钟后
就破门成功， 随后郜林命中点球，国
足以2比1完成逆转，晋级8强。

本届亚洲杯国足与泰国队均以
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提起泰国足球，
国足有翻不过去的一页，就是2013年
主场1比5失利的惨案。 本次在亚洲杯
16强赛中与泰国队狭路相逢， 国足派
出最强阵容，受伤的武磊、轮休的蒿俊
闵重回首发。

或许是求胜心切，国足上半场表
现急躁，攻守两端乏善可陈，倒是泰
国队轻装上阵，进攻更有威胁。第30
分钟，泰国队左侧开出角球，门前的
素巴猜转身射门得手， 泰国队1比0
取得领先。

比赛的转折发生在第64分钟。面
对久攻不下的局面， 里皮将身高1米
87的高中锋肖智换上，增加锋线的高
度。 仅过了3分钟， 肖智接郑智的传
球，头球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但他
反应灵敏，随即补射破门，将比分扳
平。

这粒金子般的进球，提升了国足

的气势，随后比赛国足进攻浪潮此起
彼伏。第70分钟，武磊得球回敲，郜林
插上后在禁区内被泰国队后卫铲倒，
裁判判罚点球，郜林亲自主罚一蹴而
就，帮助国足完成逆转。

比赛的最后10分钟，泰国队展开
围攻，班沙曾踢出一记世界波，但颜
骏凌飞身扑出，保住了胜利的果实。

国足能闯入8强， 里皮是最大功
臣。已进行的4场比赛中，里皮的多次
换人堪称“灵丹妙药”，对比赛形势及
最终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对比赛
的解读和球员的了解令人赞叹。

最早进行一场16强赛事中，越南
队与约旦队常规时间战成1比1，点球
大战，越南队五罚四中，约旦队四罚
两中，越南队以5比3的总比分淘汰约
旦队，爆冷进入8强。

国足2比1逆转泰国晋级亚洲杯8强

拒绝“泰囧”
里皮妙手回春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赛程速递
21日19∶00 日本VS沙特阿拉伯
21日22∶00 澳大利亚VS乌兹别克斯坦
22日01∶00 阿联酋VS吉尔吉斯斯坦

� � � �图为郜林点球命中后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