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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驻渝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
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市烈军属、残疾
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
干部：

值此2019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
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代表全市
人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
祝福！

2018 年是重庆极不平凡的一年。
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
到“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求，聚焦
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谋划实施“三
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计划”，坚决肃
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
流毒，重整行装再出发，团结一致向前
行，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

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事业稳步向前。大力支持国防和军
队改革，广泛开展拥军活动，妥善安置
退役军人，关心关爱优抚对象，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让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得
到切实维护，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

一年来，驻渝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坚定不
移举旗铸魂，始终聚焦练兵备战，不断
提升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广大官兵
自觉践行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积极参
加地方建设，在军民融合发展、抢险救
灾等任务中勇挑重担，为重庆改革发展
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全市烈军属、残疾
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
干部继续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自强
不息、拼搏进取，在各自岗位上再立新
功。在此，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转2版）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

慰问信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 李宣
良）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日专
程来到北京卫戍区，深入基层班排，察看执
勤哨位，亲切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
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
新春祝福。

临近春节，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气氛。
上午9时15分许，习近平来到位于故宫端
门东朝房的国旗中队。战士们正在训练场
上进行护旗队列动作和展旗收旗训练，习近
平仔细观看，并同官兵亲切交谈。国旗中队
进行了升旗动作演示，整个过程精准流畅、
铿锵有力，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光，勉励大
家练好基本功，承担好国旗护卫职责。

习近平走进官兵宿舍，察看生活设施情
况，询问晚上盖一床被子冷不冷，叮嘱各级
把基层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多为基层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在国旗中队荣誉室，习
近平详细了解了国旗中队历史沿革和全面
建设情况。

习近平在营区影壁墙前同大家合影留
念，战士们簇拥在习主席身旁，充满了幸福
和喜悦。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天安门广场
升国旗仪式是重要的国家典礼，你们要牢记
职责使命，坚持一流标准，用实际行动捍卫
国旗尊严。习近平叮嘱大家，冬天室外温度
很低，要注意防寒保暖。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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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俞正声、
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
山、张高丽和田纪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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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李源潮、马
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杜青林、

赵洪祝、王丙乾、邹家华、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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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
措、张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常万全、肖扬、韩杼滨、
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宋健、钱正英、胡启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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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2版）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家 和 万 事 兴
——习近平走进胡同问民生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日专程来到北京卫戍区，深入基层班
排，察看执勤哨位，亲切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
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北京卫戍区支援保障大队警卫勤务一中队战士现场书写“福”字敬送习主席，表达官兵
对习主席的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2月
2日，市委书记陈敏尔赴丰都县实地检
查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他强
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照中央巡视
组反馈意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精准发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坚
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领导王
赋、李明清参加检查指导。

产业和就业支撑不足是虎威镇五
角丘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突出问题。
陈敏尔来到搬迁安置点，深入了解问题
成因和整改进展情况，走进搬迁户余隆
荣新居，查看房屋面积和屋内设施，询
问搬迁花了多少钱、有没有负债。陈敏

尔与基层干部一起研究深化整改的措
施。他说，易地扶贫搬迁是贫困群众脱
贫的有效途径，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政策
办事，杜绝超标准、超面积，决不能让群
众负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
宽群众就业门路，让群众住上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金鸡扶贫产业园项目实施中出现
推进慢、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
紧密问题。陈敏尔来到项目建设现场，
与企业负责人交谈。工人中有多少贫
困群众、收入怎么样，陈敏尔问得很仔
细。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争
取早日投产达效。抓扶贫产业项目，必
须盯牢盯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健全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群众更多地从中

受益，早日脱贫致富。
随后，陈敏尔在丰都召开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整改座谈会。会上，听取了丰
都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巡视整改
工作情况汇报。张轩是丰都脱贫攻坚
巡视整改工作的包干市领导，她对抓好
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抓好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是检验“四个意识”“两
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检验对党忠
诚、对人民负责的“试金石”。全市上下
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抓好整改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思想武装
上再补课、再领会、再深化，在学思践悟
中推进整改工作，把总书记重要论述贯
穿到脱贫攻坚各方面、贯彻到整改工

作全过程。
陈敏尔强调，推进巡视整改，必须

贯彻精准方略，突出问题导向，奔着问
题去，揪着问题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要坚持立行
立改、真改实改，着力解决扶贫项目资
金使用方面问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扶
贫资金使用机制，加快扶贫项目落地实
施；着力解决产业扶贫方面的问题，聚
焦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条拓展、紧密
利益联结再发力；着力解决落实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方面的问题，围绕“谁该搬”

“怎么搬”“能致富”进一步细化实化相
关政策机制；着力解决脱贫攻坚中干部
作风方面的问题，强化责任制落实，以
良好作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等。要
举一反三，建立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
制，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脱贫攻坚质量，让人民群众在整改中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陈敏尔强调，抓好巡视整改工作，
关键是要强化责任担当，层层传导压
力、层层压实责任。各区县党委要切实
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要把第一责任扛在肩上，班子成员要
落实分管领域整改责任，以上率下、带
头整改，乡、村两级要主动认领责任，落
实好整改任务。

（下转2版）

陈敏尔在丰都检查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精准发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

张轩参加

本报讯 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到驻渝部队走访慰问。

慰问中，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驻渝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
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陈敏尔来到武警丰都县中队慰问官兵，参观荣誉室，观看应急处
突训练。应急班学习室里，官兵们正在学习《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陈敏尔与官兵交流。他说，武警部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希望大家用心学习习近平强军
思想，始终做到绝对忠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春节期
间，大家在岗在哨，特别辛苦，感谢大家。他还嘱咐战士们，不能回家
过年，要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候新年，报声平安。陈敏尔说，过去
一年，驻渝部队、武警官兵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要求，
全面推进军队建设，积极服务地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特别是在执
勤处突、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驻渝部
队、武警官兵继续支持参与地方建设，为重庆发展再立新功，各级党
委、政府要发扬拥军优属传统，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部队办实事、解
难事、做好事。

唐良智来到陆军勤务学院，慰问学院值班官兵，走访火灾与爆炸安
全防护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他说，陆军勤务学院有着光荣传统，历史底
蕴深厚，科研实力雄厚。广大官兵深入推进军民融合，积极参与地方建
设，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下转2版）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
走访慰问驻渝部队

本报讯 己亥新春来临。近日，市委书记陈
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前往部分区县，走村入
户，看望老党员、贫困群众，慰问消防救援队伍和
一线干部职工，考察节日市场，倾听群众心声，送
去新春祝福。

市领导王赋、李明清、吴刚一同看望慰问。
丰都县虎威镇大溪村76岁的老党员陈锡碧

有52年党龄，当了22年村妇女主任，在基层一
线发挥着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常年瘫痪的
老伴2016年去世，陈锡碧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挑起生活重担。陈敏尔、张轩走进陈锡碧家，嘘
寒问暖，询问收入来源、健康状况、子女工作等。
陈敏尔动情地说，老党员为党奉献一生，组织不
会忘记大家，要多关心老党员，多帮助困难党员，
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村民魏国明
因妻子患病致贫。陈敏尔、张轩来到他家，细细
了解老魏妻子的治疗情况、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老魏告诉书记，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家里脱
贫有了希望，日子有了盼头，现在干劲很足。陈
敏尔说：“看到你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很
高兴，祝福你和家人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胡小
飞、秦家雄、余志萍是大溪村驻村工作队队员，陈
敏尔与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坚守脱贫攻坚一
线、真情帮扶群众点赞，向全市扶贫干部和广大
基层干部致以节日的问候。

陈敏尔、张轩来到丰都县消防救援大队训练
场，看望慰问消防队员，察看消防救援装备，观看
消防救援演练。陈敏尔说，广大消防队员处在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线，奉献青春、奉
献力量，工作神圣而光荣。春节之际，万家团圆，
大家坚守岗位、值勤值守，一人辛苦换万家平安，
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
关心关爱消防队伍，大力支持消防应急能力建
设，他还叮嘱有关负责同志，一定要给队员们安
排好年夜饭。在平都菜市场，陈敏尔、张轩调研
节日市场供应保障情况，看菜品、问价格，和市民
聊节日的菜篮子。陈敏尔强调，要加强节日市场
供应和运行保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确保人民群
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陈敏尔向正在购物
的市民群众拜年，“祝大家的生活像水果一样甜”。

唐良智来到武隆区，走访看望老党员和贫困
群众，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向大家
表示亲切慰问并致以新春祝福。黄莺乡复兴村
村委会副主任、综合服务专干谢礼，与父母均患
有疾病，生活困难，但仍坚持上班服务村民。唐
良智悉心询问她的健康、就医、家庭收入等情
况。复兴村村民邹明一家因病致贫。唐良智来
到他家，仔细询问身体状况、扶贫政策落实及年
货筹备情况。他说，要时刻把困难党员、贫困群
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解决好实际困难，精准扶贫、
高质量脱贫。在包茂高速武隆服务区，唐良智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检
查高速公路春运安全保畅工作，感谢大家坚守岗位，要求安排好值班人员
轮班休息，要加强春运期间交通管理，努力保安全、保畅通、保服务，提高
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唐良智还来到重百超市武隆店、桐君阁大药房，了
解粮油肉蛋菜奶、药品等的价格、货源情况，要求切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让老百姓开开心心购物、高高兴兴过年。

王炯在云阳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42岁的张春平患慢性
病，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得知他不仅享受了低保兜底政策，还参加了镇
里组织的技能培训，以管护柑橘增加了务工收入，顺利脱贫，王炯高兴地
说，希望家里生活越来越好，日子像炭盆火一样，越来越红火。在胜利村
81岁的老党员杨宗秀家，王炯拉着这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的手，
了解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并听老人回忆当年入党的经历。得知老人
还经常学习宣传党的政策，王炯由衷地说，村干部要继承和发扬老党员
的优良传统，把村里各项工作做好。王炯还来到九龙湾垃圾收集站，向
坚守岗位的一线环卫职工致以节日问候。

1月以来，有关市领导分赴包干联系贫困区县、对口联系深度贫困
乡镇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看望慰问。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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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2 月 2
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赴武隆区检查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整改工作。唐良智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巡视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陈敏尔书记在市
委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
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的要求，把“两个
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抓好
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脱贫攻

坚走深走实，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

唐良智来到武隆区黄莺乡复兴
村，现场检查巡视中发现的产业发展
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问题整改
情况。复兴村是市级贫困村，去年依

托东西扶贫协作平台，打造田园综合
体，发展“稻田+”基地，配套稻谷加工
成套设备，注册“龙洞贡米”商标，集体
经济红红火火，贫困户入股分红，增收
效果明显。唐良智走进大米加工车
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仔细询问
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他
强调，产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
径和长久之策，要在产业扶贫上下功
夫，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扩大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引导农民参与产业
化经营，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
农民分享产业发展收益。

（下转2版）

唐良智在武隆检查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时强调
把“两个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
以高质量整改推动脱贫攻坚走深走实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北京卫戍区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