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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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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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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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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杼滨、
贾春旺、任建新、宋健、钱正英、胡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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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林文漪、罗富
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
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老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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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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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坚定信心，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奋力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岳小乔

冬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祥和，洒进整洁的农家院
落。小木楼上，一串串金黄的玉米呈现着丰收的景象。

一张方桌，几把矮凳。习近平总书记同主人李发
顺一家六口围坐在一起，共话脱贫攻坚，畅想幸福生
活。

“脱贫了，还有什么需要提高改善的吗？”
“希望老人晚年过得再好一点，两个小娃将来找份

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小院里，笑声朗朗，暖意融融……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赴云南看望慰问基

层干部群众。1月19日下午，他首先来到腾冲市清水
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

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驱驰，转过一个山头，眼前豁
然开朗：山坡上是层层的梯田、碧绿的菜地、盛开的油
菜花，司莫拉佤族村的寨门，掩映在绿荫中。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这里，青山环
抱、溪水潺潺，环境优美，民风淳朴。500多年来，当地
佤族群众同汉、白、傣等族群众和谐共处、辛勤劳作、生
生不息。如今，全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16户71人已
全部脱贫，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万元。

脱贫后的村民李发顺一家，住进了“大五架”房，一
正两厢一照壁，上下两层，干净结实。

“这房子格局不错，很聚气。”走进李发顺家，习近
平总书记先看住房情况，“房子什么时候盖的？花了多
少钱？”

“2014年在老房子基础上拆除重建的，政府补了
12000元。”李发顺告诉总书记。

堂屋、卧室、厨房、卫生间……习近平一间一间细
细看过去。

走进卧室，习近平摸摸床上的褥子，关切地问：“这
个季节夜里睡觉凉不凉？”

在厨房里，习近平拧开水龙头，试试自来水。打开
冰箱门，看到有菜有肉，掀开锅盖，一阵饭香扑鼻而来，
习近平点点头：“吃饱、穿暖，两不愁这个问题解决了。”

后院猪圈里，养了大大小小20多头猪。
习近平走到猪圈跟前，边看边问：“猪价还好吧？

这一头种猪一年能赚多少钱？”
“去年猪价好，卖了8头肥猪，一共卖了近3万块

钱。养一头母猪，政府还补助600块。这一头种猪一
年也能赚2000多块。”李发顺笑着说。

回到小院，围坐在一起，李发顺有一肚子的话想同
总书记讲。

1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李发顺严重受
伤、几近瘫痪。这个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再加上一
双儿女的上学花费，让他们顿时陷入困境。

堂屋墙上挂着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清晰
标明致贫原因：“因学、缺劳力。”

国家政策帮扶，全家共同奋斗，2017年底李发顺
家实现了脱贫摘帽，去年家庭收入超过了4万元。正
如他家春联上写的：“发愤图强兴家业，奋勇拼搏奔小康。”

“你们现在主要做些什么？”习近平详细询问家庭收入来源。
“我在家养养猪，种点玉米、茶叶，还回收出售废品，妻子这几年在广东东莞电

子厂打工，收入也还行。”李发顺说。
“老人家身体都挺好吧？看病有没有保障？”总书记接着问。
“我父亲78岁，母亲71岁了，身体都还好。现在国家政策好，老人看病报销比

例很高，给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这两年，李发顺父母看病先后花了1.5万多元，医
保报销了绝大部分，自付不到1500元。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学费怎么样？有没有享受助学金？”总书记的目光转向
李发顺的一双儿女。

正在北方民族大学上大三的大女儿李连欢，前几天刚从宁夏银川赶回家过
年，她告诉总书记，每年有6000元的免息贷款，还有国家助学金，可以解决学费
和住宿费。

“离毕业还有一年，准备怎么发展？到哪里工作？”总书记亲切地问。
“现在正准备考研，读完研究生后，回来考公务员。”
“好！真是有想法，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有志者事竟成！”
李连欢的弟弟李连斌坐在总书记右手边，虽然还在读高三，但同姐姐一样也有

了自己的人生计划：“我准备考四川的武警警官学院。”
“好，有志气！以后当武警，当兵参军，体格得练好。我也祝你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饱含鼓励：“你们的小家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你们这个年纪恰逢其
时，将来要做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接班人。”

姐弟俩点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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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
感 受 新 时 代 新 年 味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2日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
通电话。

默克尔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拜年，

祝中国人民吉祥如意。
习近平向默克尔和德国人民致

以新年问候。习近平表示，今年中
德、中欧有多项重要政治议程，双方

有必要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中
德、中欧关系在新的一年取得新发
展。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在农历
新年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
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马克龙首先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

拜年，祝中国人民春节快乐。
习近平向马克龙和法国人民致以

新春祝福。习近平指出，刚刚过去的
2019年是中法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一

年。我和你实现互访，掀开了中法关系
新篇章。我们达成的各项共识正在得
到很好落实。

（下转2版）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分别向2020
“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1 月22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赴市疾控中心，实地调
研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陈敏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始终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全力
以赴、科学有序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
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

市领导王赋、屈谦参加。
市疾控中心承担着全市疾病监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应急物资储备
等职责任务。陈敏尔、唐良智来到疾控
中心微生物检测所，走进核酸测序室，
察看样本测序工作流程，同正在工作的
疾病控制专家交谈，仔细询问测序方法

和精准度，详细了解有关工作情况。陈
敏尔说，有效的监测是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要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流行
病学分析调查，强化新型冠状病毒研
究，努力查明传染源、传播途径，科学指
导防控工作。陈敏尔等来到医务人员
中，向大家问好，向全市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问候。
陈敏尔悉心询问防护措施到不到位，轮
休能不能保证，叮嘱大家在做好工作同
时，一定注意加强防护，保护好自身安
全。调研中，陈敏尔等详细了解我市当
前疫情监测处置情况，并听取了疾控专
家意见建议。

陈敏尔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当前正值春运高
峰，人员流动频繁，给防控工作增加了
压力。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
识，保持高度警惕，做好最充分的准

备，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加
强组织协调，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应急
预案，调动各方资源，严格落实防、治、
控、管各项措施，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防
控工作。要突出防控重点，盯住重点
地区、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加强机场、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等公共交通
管理，落实旅游景区、商圈、集贸市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控措施，强化科学
防控、依法防控、联防联控，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加强
集中救治，密切跟踪疫情变化，规范设
置发热门诊，提高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处置保障能力，全力做好患者救治，落
实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措施，严格控
制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员防护。要
做好信息报送，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
告制度，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数字准，
决不允许瞒报漏报，确保公开透明、及

时准确发布信息。
陈敏尔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全市上下要紧急动员起来、立即行
动起来，坚定信心、沉着应对，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医疗卫生战线要以强烈的责
任担当，全力以赴、冲锋在前，发挥专业
优势，发扬专业精神，当好维护人民健
康的白衣天使。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
实责任，强化协同配合，把各项防控措
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落实得更扎实一
些。广大人民群众要增强防护意识，加
强自我保护，支持配合防控工作。各级
领导干部要加强值班值守，主要负责同
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必须在岗带班，狠抓
工作落实，强化应急处置，确保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检查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科学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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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主席王炯赴我市部
分区县，看望老党员、困难党员和贫困
群众，考察节日市场，祝福大家在新的
一年里生活幸福安康，日子越过越好。

市领导王赋、李明清参加。
石柱县中益乡光明村，贫困户向

金华一家刚刚住进村里的集中居民
点。陈敏尔关切地询问家里有什么困
难、老向的治疗、孩子就业等情况。老
向儿子说，新年我们一家搬出大山住
进楼房，医疗救助也缓解了经济负担，
母亲当上了护林员增加了收入……

“我们感谢共产党，对今后的生活更有
信心、更有干劲！”陈敏尔听了很高兴，
祝福他们新年新气象，日子越过越红
火。家住盐井村的文淑兰因子女入学
和丈夫患病而返贫。2019年，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家里的危房得到
及时改造，医疗救助和教育资助也解
决了后顾之忧。讲起女儿学业无忧，
丈夫治疗有着落，文淑兰眼眶有些湿
润。陈敏尔握住她的手，鼓励她坚定
信心、战胜困难。

在中益乡，陈敏尔走访慰问了部分
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他说，老党员党性
强、作风正，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关
心重视老党员生活，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党的温暖

送到大家心坎上。在看望驻村扶贫干
部时，陈敏尔与大家握手交谈，生活怎
么样，工作顺不顺利，他一一询问。陈
敏尔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再接再厉，奋
力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他强
调，广大扶贫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工作很辛苦、不容易，各级党委、政
府要加强关心关爱，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新春佳节临近，主副食品消费进入
旺季。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稳
不稳、有没有保障？陈敏尔对此一直牵
挂。石柱南城农贸市场，人流如织，货
品琳琅满目。陈敏尔察看节日市场供
应保障情况，与商户和群众交流，询问
猪肉货源、进价和卖价等。正在选购猪
肉的群众说，每天都来这里买菜，市场
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陈敏尔
要求有关部门扎实做好猪肉保供稳价
工作，让群众买得到肉、吃得起肉。他
还来到蔬菜、干货、粮油、水产等摊位
前，了解商品种类和商户经营情况。他
说，春节临近，要加强生产环节保供、流
通环节通畅、消费环节监管等工作，把
好食品质量安全关，让老百姓放心消
费。

唐良智来到巫溪县红池坝镇，慰问
困难群众、老党员和脱贫攻坚一线干
部，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
向他们致以新春祝福。在茶山村贫困
户胡光元、龙台村贫困户刘学茂、彭中

美家中，唐良智仔细了解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
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逐步致富。在龙
台村，唐良智慰问了龙台村老党员柳德
安、驻村扶贫干部，勉励他们继续带领
广大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唐良智来
到渝北区慰问市级劳模刘波平、困难职
工徐国庭，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
况，祝全家新春快乐。他说，要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带动更多人就业创
业；要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解
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沙坪坝区华润
万家超市小龙坎店里年味儿浓浓。唐
良智走进超市，一一察看粮食、肉类、水
果、蔬菜、糖酒等柜台,仔细询问猪肉价
格和供销情况。唐良智叮嘱当地政府
和相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节日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加强食品安全、交通运输、城
市运行等监管，确保广大市民过个安定
祥和的新春佳节。

张轩在丰都县三建乡走访慰问老
党员和困难群众。35岁的冉海权一
家6口仅母亲具备劳动能力，张轩询
问冉海权一家的身体状况、扶贫政策
落实等。在79岁的困难党员敖德敏
家，得知老人仍坚持务农，张轩赞扬老
党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气质，嘱咐保重
身体。在困难党员刘德杰家，看到家
中已备好年货，张轩祝福他日子越过
越好。张轩还来到特困群众廖恒俸
家，她表示，随着三建乡农村“三变”改

革推进，脱贫有希望，日子有盼头。在
家乐福杨家坪店，张轩叮嘱相关负责
人严把商品质量关。她还分别来到困
难职工何明群、抗洪抢险劳模谢大学
家中，了解生活情况，对劳模为社会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交巡警杨家坪
大队，张轩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履
好职、守好岗，让全市人民过一个温暖
祥和的新春佳节。

王炯来到云阳县泥溪镇，看望81
岁老党员伍长明和83岁老党员杨宗
礼，询问他们的生活、健康等情况，祝老
人健康长寿。他指出，要多关心老党
员、困难党员，让他们感受组织的关怀
和温暖。在联坪村贫困户张朝生和黄
敬之家中，王炯鼓励他们勇敢战胜困
难，让日子越来越好，强调要持续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圆满
完成。在龙湖U城永辉超市，王炯了解
猪肉、水果等商品供应，要求精心组织
货源，稳定市场价格，以高质量供给满
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走进沙坪坝山洞
街道林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王炯看望
一线工作人员，对大家为保障人民群众
平安祥和过节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希望继续做好安全、稳定、环保、消
防等工作，更好服务居民群众，推进社
区和谐发展。

1月以来，有关市领导还分赴区县
乡镇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同看望。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赴区县走访慰问

祝愿生活幸福安康 日子越过越好

1月22日，江北永辉生活广场店里设置特色年货大街，吸引不少顾客选购。春
节将至，我市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人们购年货，迎接新春佳节。 记者 罗斌 摄

备年货 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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