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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1月20日电（记者李宣良、李清
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9日、20日
视察驻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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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云南大地山青水碧，处
处生机盎然。19日下午 6时许，习近平来到驻守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某边防营，走进战士宿舍，同大
家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在营卫生所，习近平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得知边防
部队医疗条件不断改善，能够有效保障官兵日常
需求，习近平很欣慰。

晚饭时间快到了，炊事班的战士正在食堂忙
碌着。习近平来到这里察看部队伙食情况，看到
饭菜种类多样，习近平露出欣慰的目光。他叮嘱
部队安排好节日期间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欢乐、
祥和、安全的春节。

习近平对正在边防一线执行任务的官兵十分
牵挂，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有关部队。某扫雷排
爆大队任务分队是“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所在部
队，多次出色完成边境扫雷任务。习近平充分肯
定他们为扫除雷患、确保边疆人民幸福安宁作出
的重要贡献，勉励他们过细做好安全防护，精心组
织扫雷排爆，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某边防分队
在界桩执勤点前整齐列队，向习主席报告执勤情
况。看到边防官兵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习近平很
高兴。他表示，大家辛苦了，你们战斗在管边控边
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保持高度戒备状
态，严密组织边防执勤，守护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边防营和扫雷排
爆大队任务分队部分官兵合影留念。官兵们簇拥
在习主席身旁，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20 日上午，习近平在昆明亲切接见了驻云
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一年，驻云南部队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重大任务完成出色，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为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我军实现国防和军
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之年，各方面任务艰巨繁
重。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
强军、依法治军，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狠
抓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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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习近平在昆明亲切接见驻云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1月19日，习近平在某边防营同官兵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近期，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 1 月 20
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
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
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省

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
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
确诊病例 1 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
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

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值春
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级党委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1 月
2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峰在北京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
进行座谈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勤，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组副书记杨宇栋参加座谈
交流。

王东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
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帮助表示衷心
感谢。王东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高度重视，多
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不
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京张高铁
开通运营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指
明了工作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坚持政治
站位，强化大局观念，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切实加强铁路重点工
程建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作
出了重要贡献，为河北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希望双方以京
张高铁开通运营为新的契机，持续
加大大交通体系建设力度，特别要
聚焦雄安新区和张家口铁路网络建
设、京唐地区和冀中南地区重点铁
路项目建设、河北交通运输结构调
整等工作，加强沟通协调，深化务实
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河北将全力
支持服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工作，切实营造良好环境。

陆东福表示，河北是中国铁路
的重要发祥地，长期以来，河北人民
关心铁路建设、支持铁路建设、参与
铁路建设，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我国铁路建设取得
的长足进步，离不开河北人民的无

私奉献。当前，河北面临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
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经济社
会发展迈入快车道，对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
动服从重大国家战略，积极服务河
北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希望河北
一如既往关心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各项工作，在重点项目建设、
铁路职工保障、沿线环境整治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共同推动铁路事
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交流后，王东峰、许勤、杨宇
栋从京张高铁始发站——北京北站
乘车前往张家口市崇礼区调研。途
中，杨宇栋向王东峰、许勤介绍了列
车自动驾驶、媒体车厢等情况。王东

峰、许勤对列车的科技功能、人文设
计和规范服务给予高度评价，感谢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对冬奥会
筹办工作的大力支持。在崇礼区太子
城站，王东峰、许勤、杨宇栋考察了车
站建设运营情况，共同参观了百年京
张铁路发展历程展览。在云顶滑雪公
园，王东峰向杨宇栋等介绍了冬奥会
筹办工作进展，希望持续深化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同心
同向、齐心协力，共同为举办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作出积极
贡献。在崇礼调研期间，我省还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座谈
会，就解决铁路建设具体问题进行深
入交流。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领
导李文新、王同军，省领导袁桐利、
高志立，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
活动。

王东峰与陆东福进行座谈交流时强调

积极构建高效快捷的铁路交通网络
为重大国家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许勤杨宇栋参加座谈交流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1 月 18
日、19日，邯郸市、定州市 2019年度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专项检查意见
反馈会议分别召开，省委副书记赵一
德出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九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实王东峰书
记在保定市专项检查意见反馈会议
上提出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精神，（下转第四版）

赵一德在邯郸市定州市2019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专项检查意见反馈会议上强调

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在 1 月
20日闭幕的廊坊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赵革当选廊坊市人民政府市长。

赵革，男，汉族，1970年 4月生，黑

龙江海伦人，1988年6月入党，1992年
8月参加工作，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行政
管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下转第四版）

赵革当选廊坊市市长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晓丽、高振
发、卢旭东）冬奥会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脱贫攻坚锚定目标决战决胜、

“首都两区”建设多点发力推进……
隆冬时节，张垣大地，激情涌动，奋
斗如歌。

1 月 8 日，走进正在建设中的
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
园区，7 个轻装备区车间主体建筑
全部完成封顶，其中 4 个车间和两
个重型装备车间已具备设备安装
条件。

“2018 年，我市积极谋划建设
了 2 个占地 3000 余亩的冰雪产业
园。”张家口市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宗振华介绍说，园区全部建成
后，张家口将实现冰雪运动装备从
头到脚、从轻型到重型的全覆盖，形
成全产品链、全产业链的冰雪运动
装备制造基地。

“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
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习近
平总书记2017年1月视察张家口时
的殷切嘱托，为站在新起点上的张

家口指明方向。
强化思想引领，坚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确保各项
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张家口市委先后召开 38 次常
委会、24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举办2次专题研讨班；对全市
党员干部定期进行政治理论测试，
目前已举办各级专题研讨班500多
次，对10.48万人次党员干部进行了
集中培训，对32.43万人次进行了政

治理论学习测试，组织各类宣讲活
动 2 万多场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把认识向高处引领，把信仰向
深处扎根，把学习向实处落地。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张家口市委明确了高标准完成冬奥
会筹办、脱贫攻坚、建成首都水源涵
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三大历
史任务。全市干部群众在市委坚强
领导下，围绕高标准完成三大历史
任务担当实干、攻坚克难。

（下转第五版）

“守护好这片青山

绿水，是我的新追求”

我省春节期间

1496项重点文化惠民

活动走进千家万户

河北日报讯 日前，在新春佳
节即将来临之际，省领导走访慰问
了在河北省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
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军区正军
职以上离退休老同志，以及老同志
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
春的祝福。

叶冬松慰问了赵金铎、刘德旺、
张润身、王满秋、李月辉、杨国春、王
幼辉、陈慧、王士昌、冯文海、杨迁、
刘健生、陈秀芳、秦朝镇、王建忠、赵
铁练、赵文鹤、崔江水、孔小均、段惠
军以及吕传赞家属。赵一德慰问了
宋叔华、陈立友、陈秀芳、杨迁。梁

田庚慰问了陈来立、王祖武、王幼
辉、冯文海。袁桐利慰问了孙士彬、
王建忠。冉万祥慰问了白石、刘健
生、赵铁练、李有成。焦彦龙慰问了
吴野渡、李永进、周欣、刘作田。董
仚生慰问了宁全福、龚焕文、孔小
均。邢国辉慰问了张群生、陈慧、秦
朝镇、刘瑞川。高志立慰问了白克
明、张云川、杨泽江、徐纯性。刘爽
慰问了刘善祥、赵世居、郭世昌、李
月辉、侯磊。李宁慰问了汪潮海、赵
凤鸣。张古江慰问了张震环、张士
儒、杜竟一、高喜同以及李锋家属。
范照兵慰问了郭志、宋太平、谢计

来、侯志奎、王雪峰以及刘英家属。
王晓东慰问了周欣、吴振华、张士
儒、宁全福、张震环、刘作田、李永进
以及李炳良家属。张妹芝慰问了白
石、龚焕文、白润璋、韩葆珍、张群
生、张振川、张士英以及白录堂家
属。徐建培慰问了吴振华、王满秋、
杨国春。刘凯慰问了白润璋、杨新
农、王士昌。夏延军慰问了赵文
鹤。时清霜慰问了谢计来、王雪峰、
刘玉顺、崔江水。葛海蛟慰问了侯
志奎、马兰翠、宋太平。沈小平、葛
会波慰问了杨迁、陈秀芳、赵铁练、
高喜同，（下转第五版）

高标准推进三大历史任务 奋力书写两份优异答卷

张家口走出绿色发展生态强市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