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2023年1月21日 星期六

壬寅年十二月三十

中共昭通市委主管主办

昭通日报社出版 微信公众号 北纬29°App 扫码投稿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3 第9368期 邮发代号：63-41 昭通新闻网www.ztnews.net 值班编审：唐正鸿 今日4版

ZHAOTONG RIBAO

尊敬的各位读者：
因春节放假，1月22日至28日本报休刊，1月29

日正常出版。报纸休刊期间，昭通新闻网、“北纬
29°”App以及昭通日报微信公众号，将为您及时报
道新闻，敬请关注。

昭通日报社
202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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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孔 竣）新春
佳节将至，大街小巷年味浓。1 月 19
日，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昭通市委
书记郭大进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
杨承新到武警昭通支队、昭通军分
区、市农科院、市交警支队等单位
和老复员军人家中开展春节走访慰
问活动，向他们致以新春佳节的美
好祝福，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温暖。

来到武警昭通支队和军分区，杨
承新充分肯定了广大官兵在维护社会
稳定、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促进昭通经

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的积极贡献。杨承
新表示，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
神，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共同为建设和
谐昭通、美丽昭通作出更大贡献，再创
佳绩、再立新功。

“老人家身体怎么样？快过年
了，我们来看看你。”在老复员军人赵
国富家中，杨承新亲切询问老人的身
体、生活状况，感谢赵国富老前辈的
英勇付出。了解到赵国富已经 91 岁
高龄，杨承新嘱咐有关部门同志要照
顾好这些老前辈，经常了解他们的生

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
安享晚年。

在市农科院，杨承新与专家人
才、市农科院院长胡德波仔细交谈，
了解马铃薯疫病防治、新品种研发等
情况，杨承新希望胡德波带领工作人
员继续加大新品种的研发力度，不断
提高疫病精准防控和科技攻关水平，
增强马铃薯育种培育能力，挖掘产品
价值，延伸马铃薯产业链，市委、市政
府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你们为了保障千家万户的团圆
在奋斗，谢谢大家。”在市交警支队

指挥中心，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并通过语音连线慰问部分县（市、
区）交警执法站工作人员后，杨承新
充分肯定了大家为昭通道路运输安
全作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他指
出，要不断整合资金资源，加快“智
慧交管”建设，实现“慧眼看交通”，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大
对一线干警、辅警等工作人员的关
心关爱力度，确保大家以良好的状
态投入工作。

张益强、杨建军、马洪旗、胡智雄
参加全程或部分慰问活动。

新华社南京1月19日电 1月 15
日至 19日，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江苏参选的
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
全票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9
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了144名江苏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当大会宣布习近平同志全票当
选时，全体代表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响
彻全场，久久激荡。代表们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
时刻。

“人民领袖不负人民，亿万人民爱
戴领袖！”代表们纷纷表示，步入新时
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江苏按照总书记擘画的

“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宏伟蓝图，正与全国人民一道
团结奋斗，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
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是 800 多名江苏省人大代
表的共同意愿，体现了 8500多万江苏
儿女的衷心拥戴，凝聚着14亿多全国
各族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奋力开
创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关键时
期、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为
江苏指航定向，三次亲临江苏考察，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这次到江苏参
选，是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江苏干部群
众的极大信任、极大鼓舞、极大关怀，
我们感到无比光荣、无比振奋、无比自
豪。”代表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参选，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充分展现了党中央深入推进长江经济
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
止步，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江苏省人

大代表，镇江市丹阳市珥陵镇珥城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忠阳心潮澎
湃、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
考察江苏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十年磨一剑，干群关系更密切了，党
组织的威信更高了，带领我们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日子越过越红火。乡亲
们一心跟着总书记、跟着党中央走，有
劲头、有盼头、有奔头！”

“听到总书记全票当选，我感到无
比振奋。”江苏省人大代表、徐矿集团
江苏华美热电有限公司安监部技术员
刘磊说：“党的十九大后总书记来到徐
州考察，强调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亲切
看望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职工代表，
勉励大家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
取人人出彩，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很受
鼓舞。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铆足劲头搞创新、攻难关，力争取得更
多技术突破，为中国制造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指出大运河是“运河两岸人

民的致富河、幸福河”。江苏省人大代
表、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
政成深有感触。“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
作为一个吃运河水长大的扬州人，更加
有责任把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好，深入
挖掘传承历史的文脉，保护润泽百姓的
水脉，让大运河水清岸绿、生机蓬勃。”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江苏肩
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在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
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的光荣使命。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把总
书记到江苏参选并全票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的喜讯带回去，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江苏新实践，努力走在前、挑大梁、多
作贡献，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绩扛起新
使命、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实习记者 马 纯）瑞虎
辞岁，吉兔迎春。1月20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带队前往昭阳公
安分局珠泉派出所、红星合景广场吉客
隆超市、凤凰街道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调研春节值班值守、市场供应、防疫
物资储备等情况，走访慰问一线工作人
员，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在红星合景广场吉客隆超市，杨

承新详细了解了超市经营、客流、物
价、物资储备等情况。看到超市里各
式各样的商品和摩肩接踵的消费者，
杨承新指出，当前群众的生活品质不
断提高，对优质商品的消费意愿不断
增强，商超应做好各项工作，满足群
众购物需求。

在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承
新了解卫生服务中心情况，询问中西

药储备、春节期间工作安排等情况。
他强调，今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后第一个春节，卫生服务中心应做好
常态化防控工作；要关注边远山区，
及时发放健康包，充分发挥医共体作
用，精准服务重点人群；医护人员要
加强值班值守，服务好社区群众，为
大家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

在昭阳公安分局珠泉派出所，杨

承新认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了解春
节期间值班值守情况。他说，春节是
阖家团圆的日子，广大公安干警为维
护社会稳定，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十
分辛苦。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
神，守好春节期间的安全，提升群众
的平安指数、幸福指数。

陶毅、马洪旗、胡智雄等参加调研。

风帆正满，征鼓声声。
这是奔向未来的崭新迈步，这

是壮阔征程的从容开篇。
从滇池之滨到洱海沿岸，从独

龙江边到乌蒙山巅，从民族村寨到
沿边口岸，融入红土高原青山绿水
间的是满载厚望的谆谆教导，回荡
云岭儿女心头的是饱含牵挂的殷殷
嘱托。4700万云南各族人民永远铭
记：2015年1月19日至21日、2020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七彩云南，看望干部群众，擘画发
展蓝图。

句句叮咛，时时牵挂，情深似
海，厚望如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亲临云南考察指导、三次给
云南干部群众回信，在 COP15 第
一、二阶段会议上分别发表主旨讲
话和致辞，亲自见证中老铁路通
车，对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

发电作出重要指示，致信祝贺白鹤
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对云
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给予我们最根本的遵循和指引、最
强大的推动与鞭策、最真挚的关爱
与激励。

八年来，云南各族干部群众始
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

“五个着力”和“四个突出特点”“四
个方面重要工作”等重要要求，阔步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塑造新优势，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展现新作为，矢志不渝把
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
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一）
当春城的冬樱花绽放绚烂，当

“复兴号”“澜沧号”在“黄金通道”
上飞驰向前，当和煦的春风迎面
而来……

从机遇中放飞希望。2022 年，
RCEP正式生效，省会昆明拥抱沿边
口岸磨憨，实现中老铁路沿线联动
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向第6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发来贺信，国务院《关于
支持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的意见》出台，一系列
重大机遇催动，云南站到了开放发
展新的风口上。

在困境中熔铸自强。面对疫情
冲击，我们以争分夺秒的速度，不断
提升应急反应能力、防控救治能力、
科学战疫能力，全省各族人民同舟
共济、众志成城，跨沟越壑、攻坚克
难。无论是在医院学校还是社区乡
村，无论是在机场车站还是边境站
所，无数的人们枕戈待旦、不畏辛
劳，在祖国西南边陲构筑起疫情防
控的坚固防线，最大程度守护全省
各族儿女的生命安全，为全国防疫
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在阵痛中收获成长。踏过惊涛
骇浪，冲破艰难险阻，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
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
群众难中求进、干中求进、变中求
进、稳中求进，化解各种超预期因素
的叠加冲击，交出了令人振奋的
2022年成绩单。

这一年，全省干事创业新风劲
吹，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成效斐然。

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大力推进
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牢固树立“今
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
效率意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
抓实干”的作风，大力推行项目工作
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开短
会、讲短话、发短文，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推动形成转作风、下基
层、抓落实的工作合力，干事创业的
新风正气激荡云岭大地。

（下转第2版）

乘 风 而 上 再 启 新 征 程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南耀平

天仪再始，岁律更新。我们又一次站在岁末年
关，挥别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农历壬寅年，我们迎来逐
梦历史新起点的农历癸卯年。

过去的一年，大事要事盛事接踵而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冰雪健儿驰骋赛场，取得
了骄人成绩。神舟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接力腾
飞，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太空之家”遨游苍
穹。人民军队迎来95岁生日，广大官兵在强军伟业
征程上昂扬奋进。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下水，首架
C919大飞机正式交付，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
这一切，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勤付出和汗水。

过去的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
年，也是昭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
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常委会坚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
围绕“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
求，以大力实施“六大战略”为主要抓手，扎实做好喜
迎党的二十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各项工作，呈现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事业加快
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持续加强的良好
局面。这一年我们感恩温暖的力量，这一年我们感
动无私的奉献，这一年让我们有理由坚信，没有一个
春天不可抵达，只要坚持逐梦，就能成功圆梦！

往昔千重锦，今朝百尺竿。党的二十大擘画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要求”
和“五条重大原则”，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两步走”总体战略安排。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作出了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十五年大跨越的

“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提出了“五个聚焦、五个
着力”的工作举措。迈向新征程，实现新跨越，我们
就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

“主心骨”“掌舵人”的带领和指引下，披荆斩棘、勇毅
前行。我们就要以更大决心、更有力举措，奋力推动

“六大战略”深入实施，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昭通
篇章。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此时，天地
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喜悦荡漾在城市乡村的每个角
落。看乌蒙大地，春光明媚，脱贫后的群众笑意盈
盈，共说此年丰，共盼好年景。他们播下的每一颗种
子，正在积蓄着生命的力量，破土而出，拔节生长。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农历壬寅年的卷轴已经
翻过，癸卯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跨过凛冽的
严冬，让我们迈出矫健的步伐，张开双臂，去拥抱这
地平线上迸射出来的第一缕曙光，共赴新春天！

新春献词

穿越寒冬

我们共赴新春天
刘建忠

江 苏 选 举 产 生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习 近 平 全 票 当 选

市政府领导在昭阳区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市政府领导到昭阳区调研春节市场保障供应工作及走访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祝本报读者春节快乐祝本报读者春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