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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1月 21 日电 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农历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来到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
群众，向全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云南大地，蓝天白云，繁花似锦，生
机勃勃。1月 19日至 21日，习近平在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成发陪同
下，来到腾冲、昆明等地，深入农村、古
镇、生态湿地、年货市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考察调研，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
中央的关怀和慰问。

保山市所辖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
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村，2017年全村已
实现脱贫。19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三
家村，了解脱贫攻坚情况。当地干部告
诉总书记，近年来，三家村积极发展乡
村旅游、种养殖业、劳务输出，完善基础
设施、改善人居环境，贫困发生率从
2014年的 21%降至目前的 0.45%。习

近平对此表示肯定。他强调，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加快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习近平走进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
族村，了解乡村振兴和建设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情况。“司莫拉”在佤语中意为幸
福的地方。该村有500多年历史，是中
国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佤、
汉、白、傣等多个民族和谐共处。

习近平来到村民李发顺家，一一察
看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猪舍等，了
解居住环境。随后，习近平在院子里同
李发顺一家制作当地节日传统食品大
米粑粑，并聊起家常，详细询问李发顺
一家脱贫情况。李发顺告诉总书记，以
前因为缺少劳动力，加上两个孩子要上
学，生活一度十分困难。这几年通过养
猪、碾米、外出打工等，收入提高了不
少，2017年已经脱贫，一家人都参加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孩子有学上，
房子干净结实，生活越过越红火。习近
平听了十分高兴。他指出，乡亲们脱贫
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
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温暖的阳光铺洒在广场上，村民
们跳起了欢快的佤族舞蹈。按照当地
风俗，习近平敲响三声佤族木鼓，祝福

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村民们热
烈鼓掌，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给大家拜年，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幸
福。乡亲们唱着《阿佤人民唱新歌》，
簇拥着总书记走出村口，歌声笑声在
村寨久久回荡。

随后，习近平来到和顺古镇考察调
研。和顺是古代川、滇、缅、印南方陆上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保存了比较完
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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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

1月 20日下午，习近平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展厅外广场上，向云南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致
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月 19日下午，习近平在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广场上，敲响三声佤族木鼓，祝福来年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讯 1 月 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生，省长
尹弘，省政协主席刘伟等省领导看望慰问
老领导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
日祝福，共话中原更加出彩的美好明天。

王国生、尹弘、刘伟一同看望慰问了徐
光春、何竹康、任克礼、范钦臣、王全书、朱
超、杨迪铣、卢长健等老同志，代表省委、省
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老
同志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每到一
处，王国生、尹弘、刘伟都关切地询问老同
志的健康和生活情况，交流分享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的心得体会，通报过去一年河南省的工作，
对老同志为河南高质量发展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王国生、尹弘、刘伟叮嘱有关负责
同志，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做
好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希望老同志一如
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老同志们对过去一年我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取
得的新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表

示，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支持省委、
省政府中心工作，在决战脱贫攻坚、传承红
色基因、文化繁荣兴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领导孙守刚、甘荣坤、黄强、孔昌生、
穆为民、江凌、胡永生、陈兆明、赵素萍、李
文慧、王保存、舒庆、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钱国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
健、周春艳带队或参加慰问，祝福老同志新
春愉快、阖家幸福，希望他们为河南高质量
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省领导看望慰问的老同志还有黎明、

张志刚、刘广祥、秦科才、王宏范、武守全、
胡悌云、刘玉洁、李润田、姚敏学、姚如学、
郑增茂、张德广、马宪章、张世英、亢崇仁、
张国荣、胡廷积、杨显明、杨光喜、李学斌、
席宝山、李长铎、张世军、李志斌、张以祥、
夏清成、贾连朝、张洪华、张涛、张汉英、张
玉麟、陈义初、曹策问、李道民、王尚宇、李中
央、王明义、李柏拴、王菊梅、王文超、张程
锋、王训智、袁祖亮、李新民、铁代生、王平、
邓永俭、尹晋华、刘春良、蒋笃运、段喜中、孔
玉芳、史济春、储亚平、赵建才，以及正省级
单项待遇的老同志。③5 （本报记者）

王国生尹弘刘伟等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同志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 月 21

日，省长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四次
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河南省人民
政府工作规则（草案）》（以下简称《规
则》）。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办公厅汇报
的《规则》起草情况。《规则》共 11章
68条，对省政府组成人员职责、全面
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政务公开、
健全监督制度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并在政府工作程序上进一步作了
规范。

会议指出，制定《规则》目的是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
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推动
政府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省政府组
成人员和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出台《规
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一思想认
识，强化规则意识、程序意识，不断增
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自觉把“立规矩、守规矩”体现到政府
工作的方方面面，坚决杜绝做选择、
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切实维护《规
则》的严肃性。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准确把
握《规则》各项要求，明晰有关制度规
定，切实将《规则》作为开展工作的行
为规范。要严格落实《规则》，不折不
扣把《规则》要求体现到工作的各领
域各环节，推动政府工作严谨、务实、
高效运行，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水平；
省政府各部门要围绕落实《规则》，结
合各自“三定”方案，修订完善本部门
的工作制度，优化办事流程，并注意
上下、左右衔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
率。要跟踪《规则》执行效果，本着于
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及时进行
修订完善，力求使其始终符合发展要
求和工作实际。

省领导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
平、武国定、霍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
席会议。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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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 月 21
日，省长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安排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研究《政府工作报
告》2020 年重要工作责任单位任务
分解等事项。

会议指出，近期国内多个地区
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
强总理作出批示。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书记
王国生的明确要求，全力以赴抓好
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要切实增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形
势看得严峻一些，把困难估计得充分
一些，强化风险意识，落细落实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
治措施。要加强疫情的监测防控、报
告制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系统，
组织基层卫生部门主动排查，坚持疫
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决不能瞒报
漏报。要按照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压
实防控责任，各级政府要加强值班值
守，一旦发现疫情及时采取措施，卫
健委、疾控部门要指导各地做好防控
工作，落实好定点医院，强化药品、检
测设备等保障；交通运输、公安、教
育、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制定应
急预案，全力做好应对准备，切实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加强舆论
引导，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
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
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会议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任务分解
事项，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细化明
确责任，加强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抓好工作落实。会议还审议
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审
议稿）》。

省领导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
平、武国定、霍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
席会议。③5

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

□丁新科

近期，武汉市等多个地

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中

央高度重视。当前，国家卫

健委持续公布各地上报病

例，组织专家为公众释疑。

各地纷纷加强管控，

河南科学 防 控 的 大

网也正有条不紊地

拉开。

关于疫情众说纷

纭，加之春节临近，很

多人开始担心出行及

团聚问题，这些都是正常反

应。应该看到，经历过非典之

后，国家有了应对传染病疫情

的丰富经验，10 多年来各地

医疗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

给了我们应对此次疫情以极

大的信心和底气。

疫情就是命令，不容丝

毫懈怠。当务之急，各地各

部门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中央部署，落实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

中救治等措施；科学精准防

控，管控好人员密集流动点，

掐断疫情传播的可能渠道；

公开透明是最好的稳定剂，

要做好疫情相关信

息的公开工作，消除

公众恐慌，确保群众

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新春佳节。对于个

人而言，要养成勤洗

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少去或尽量不去人群密集场

所，避免近距离接触有流感

症状的患者，主动配合车站

等场所安检措施；有流感症

状，要及时就医。综合施策，

各方配合，就一定能保障群

众健康，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2

落实“四早”科学防控肺炎疫情

2019年全省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以7.0%的增速完成预期目标，跨上经济总量5万亿元的台阶

中缅共命运 胞波情谊长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2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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