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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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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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1 日上午，习近平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贫困户吉好也求家中看望，
听 10 岁小女孩吉好有果唱《国旗国旗真美丽》。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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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毅与援藏援疆援川干部人才座谈交流

以新的更大的努力援藏援疆援川
确保取得更大成效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者/
黄晓晴）新春佳节将至，
昨日，
市委
书记鲁毅看望慰问返禅休假的我
市援藏援疆援川干部人才代表，
并与他们座谈交流。
鲁毅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
向援藏援疆援川的全体工作人员
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
出，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国家战略，一年来，佛山市援派

干部人才肩负组织的重托，自觉
克服困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
特长，扎实推进援藏援疆援川工
作并取得良好成效，受到当地党
委政府和群众的充分肯定，展示
了佛山援建干部求实务实抓落实
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实施
“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鲁毅要求，各工作

组（队）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省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
组第八次会议工作部署，继续保
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以新的、更大
的努力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确保百分之百优质
地完成各项既定工作任务。
鲁毅指出，要创新思路举措，
落实好援助资金，把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做得更好。

各工作组（队）要坚持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工作，在
与当地党委政府充分沟通、协调
一致的前提下推进援建项目落地
落实，把佛山的资金优势、技术优
势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
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援建效果
更加明显，更符合当地人民群众
的需求，更符合当地党委政府的
战略布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把
民族团结牢牢抓在手上、放在心

中、
融入血液。
鲁毅强调，要加强对援建干
部履职尽责情况的考核，从政治
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关爱、关
注援建干部；要主动关心、及时解
决其家庭困难，切实解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
市领导蔡家华、杨朝晖参加
活动。驻四川凉山州工作组、驻
西藏墨脱县工作组、驻新疆伽师
县工作队、驻 41 团工作队负责同
志作了发言。

朱伟带队检查千灯湖迎春花市强调

牢记
“安全、畅通、便利”
确保全市花市平安运行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者/
莫璇 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通讯员/
杨华德）昨日下午，市长朱伟带队
到南海区千灯湖迎春花市开展安
全检查，随后到市公安局检查可
视化指挥系统，观看通过大数据
做好春节安保工作的演示汇报，
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检查全市公
安 机 关 安 保 工 作 ，慰 问 执 勤 民
警。朱伟强调，公安民警要牢记
“安全、
通畅、
便民”
六字，
确保全市
花市平安运行，把责任切实扛在
肩上，用奉献守护万家团圆，为新
春佳节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
今年南海迎春花市设在千灯
珠江时报

湖市民广场，共有时花、年桔、精
品百货摊位、
青年创意墟等200多
个摊位，广场正中还设舞台奉上
文化演出。
“目前在现场负责安保
力量超过170人，
空中还有无人机
进行实时监控。”
现场安保负责人
介绍，
迎春花市平均每日接待 1 万
多人次市民，预计人流高峰出现
在年三十晚上，峰值将达 3 万人
次。
朱伟一行穿过售卖年货的摊
位，重点检查花市布展、人员疏散
等情况。随后走进设于千灯湖旅
客服务中心的现场指挥部，详细
了解安保力量配置，并向现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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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安保人员强调，花市人流、车
辆密集，安保压力大，要充分做到
“安全、
通畅、
便民”
六字，
做好交通
保障、消防安全预案，做好疏通疏
导和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确保
市民出行安全。
作为花市安全保障的重要一
环，公安消防部门还在花市入口
不远处停放一辆防控指挥车、一
辆消防车及部分先进消防设备，
并向市民派发消防知识传单。今
年三年级的麦千麟刚走近，朱伟
就向他递上一本小册子说：
“树立
消防意识要从小做起。
”
逛花市是迎春盛事，购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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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时花的市民络绎不绝。在时花
摊位，朱伟走进南记花坊，自掏腰
包购买一盆寓意红红火火的红色
郁金香。老板黄炳南高兴地介
绍，他每年都到南海迎春花市摆
摊，今年时花很受市民欢迎，生意
不错。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
”
朱伟叮
嘱相关部门，
距离新春还有三四天
时间，
要继续加强安保措施落实不
松懈，
安全仍要放在第一位。
随后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作
战指挥大厅，朱伟一行检查公安
可视化指挥系统，观看市公安局
通过大数据做好春节安保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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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08版）

中共佛山市纪委
佛山市监察委员会
关于敦促涉黑涉恶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限期主动交代问题
的通告
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精神和省委、
市委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会议部署，
深入开展佛山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佛山市纪委监
委敦促全市涉黑涉恶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主动到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交
代违纪违法问题，
争取宽大处理。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
月 1 日，涉黑涉恶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违
法问题的，依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交代问题
的，
以及本通告发布后仍不收敛、
不收
手，
顶风违纪违法的，
依纪依法从严从
重惩处。对于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
员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
将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8年2月13日

天气预报
演示汇报，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
检查全市公安机关安保工作，慰
问执勤民警。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春节安保是
必须要坚决打赢的第一仗。”
朱伟
表示，佛山警队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
的可靠队伍，广大民警要进一步
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按
照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的要求，把责任切实扛在肩上，用
奉献守护万家团圆。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建
伟陪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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