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本版责任编辑陈杨 版式编辑边强 图片总监廖华云晴 最高温度：12℃ 最低温度：-5℃康定地区天气预报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vv.com 投稿邮箱：gzrb@gzznews.com 新闻监督和读者评报热线0836-2835060

人勤春来早 再期大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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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源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
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或团圆欢宴，或出游赏
景，勤劳的中国人，在春节这一中
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里，以
各种方式欢庆佳节，分享收获。

据传统说法，五谷大熟，为
大有年。大有年，丰收的年岁；大
有年，人们的憧憬。

多少年来，“大有”激励着一代
代中国人辛勤耕耘，也造就了中华
儿女勤劳务实的秉性。如今火遍全

球的“种菜天赋”或是戏言，而沃野
千里、梯田层叠却确确实实来自胼
手胝足的开垦；津梁通衢、高楼大
厦更是实干兴邦的见证。新中国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
成就，（紧转第四版）

◎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钟振宇 熊筱伟

阳光温暖，照耀着大凉山。2 月 11
日是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村民翘首
期盼的大日子，这一天，他们将告别风
雨剥蚀、世代居住的土坯房，搬进窗明
几净的新家园。

70 岁彝族老阿妈吉木子洛，这个
春节过得无比喜悦。摘掉穷帽子、住进
新房子、过上好日子——她心心念念的
梦想，如今触手可及。

此时，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
山腹地考察脱贫攻坚刚好一周年。
2018年2月，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在川视察期间，对四川明确提出“推动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体要求和

“五个着力”重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
“着力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巴蜀儿女记忆犹新，彪炳史册的党

的十九大盛会，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
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在大凉山彝族乡亲们眼里，党的十
九大精神就在身边。去年，吉木子洛第
一次走上讲台，用彝语和身边故事，讲
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对彝族同胞的深厚情谊。这一年来，党
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习
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给彝乡带来的
巨变，让乡亲们打心底激起强烈共鸣。

巍巍大凉山，滔滔岷江水，党的十
九大精神光耀巴山蜀水。

一年来，省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摆在首要位置，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成效检验实效。2018年，四川经济
总量首次迈上4万亿元台阶，服务业增
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五大支柱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3万亿元，全省市州

“两千亿”俱乐部再添3名成员，104万
贫困人口脱贫……

四川用一个个“突破”，交出了一份
合格的答卷。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省委在全川掀起“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热潮，确保治蜀兴川始终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今年春节前夕，甘孜州丹巴县水子
乡水子一村村主任余德春出了趟远门，
为把村上的果蔬山货打入成都市场做
调研对接。余德春是党的十九大代表。

喝着牦牛河水长大的她有股闯劲，先是
成立家政服务队闯县城，又把收益高的
羊肚菌种植技术引回村里。在她的带动
下，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谈及变化，余德春道出 9100 万四
川人民的共同心声：高举旗帜才不迷失
方向，紧跟核心才能无往而不胜。

这面旗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在雪域高
原还是沃野平原，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
是牧野乡村，它都高高飘扬、指路领航。

大船行稳致远，方向至关重要。省
委书记彭清华多次强调，要以高度政治
自觉坚定践行“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旗帜引领方向。2018 年 4 月 12 日

至 14 日，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读书班在成都举行。此次读
书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起来学深悟透。

省委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四川工作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指明了
新时代治蜀兴川的历史方位、总体要
求、第一要务、根本动力、开放格局、重
中之重、价值取向、生态重任、法治保
障、政治保证，为治蜀兴川标注了时代
方位、提出了总体要求、作出了战略谋
划、指明了方向路径、描绘了美好蓝图。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治蜀兴川最明确、全面、精准的定
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四川改革发展
量身定做的“定盘星”。

“总书记出了题，我们要答好卷。”
以读书班为起点，一场轰轰烈烈、历时
近半年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在全省上下铺展开来。

在大学习中学懂。近半年时间里，全
省各有关方面坚持以读书班、中心组学
习会等方式组织“集中学”、发动宣讲队
深入基层促进“课上学”、利用两微一端

“线上学”、结合日常工作“干中学”，覆盖
城市与乡村、地方与部门、机关与企业的
理论学习风气由此形成，不断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在大讨论中弄通。围绕解决产业
体系不优、市场机制不活、协调发展不
足、开放程度不深等问题，全省上下展
开深入讨论。（紧转第四版）

党的十九大精神光耀巴山蜀水
扎实贯彻“五个着力”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一）

甘孜日报讯 春节和藏历新年，
正是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全州各地
处处洋溢着喜庆团圆的氛围。2月8日
下午，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先后前
往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特警支队，亲切
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值班备勤的交通
警察和特警队员，代表州委、州政府对
奋战在春节安保一线的广大公安民
警的辛勤劳动和尽职工作表示感谢，
并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州政府副州长、公安局长高展
陪同慰问。

在州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肖友才
听取了支队负责人关于春节期间全
州交通安保各项任务的安排汇报，并
通过指挥视频调度了解当前全州交
通状况及重要路段交通疏导及排堵
工作开展情况。他说，每逢重大节假
日都是交警最繁忙的时候，是你们的
辛苦付出换来了全州道路的平安、畅
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以人民为中
心，服务群众，尽职尽责，严格管理，
树立良好形象，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切实保障春运、春节期间安全畅通、
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让进州游
客和全州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和藏历新年。
在州特警支队驻训基地，肖友

才与全体应急备勤的特警队员进行
了亲切交流，询问了解他们在节日
期间工作、生活、学习情况。他说，州
公安局特警支队自成立以来，广大
特警队员不畏艰险，始终奋战在雪
域高原，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打下了一场又
一场硬仗，为全州改革、发展、民生、
稳定事业保驾护航做出了突出贡
献。他要求特警队员要充分发挥不
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强化工作
措施，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要增强责任意识，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做到警钟长鸣，深入落实各项
维稳措施，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严厉
打击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和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在各自
的岗位上继续扎实工作、锐意创新，
不断取得新成绩、作出新贡献。

州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州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参加慰问。

记者 张涛

肖友才看望慰问坚守岗
位的一线公安民警

春节慰问暖警心
深切关怀鼓士气

新春走基层

甘孜日报讯 2 月 8 日，农历大年
初四，一场以“感恩回馈大拜年·赶集
惠民行”为主题的农村集市贸易活动
在康定市“11·22”地震震中塔公镇多
拉嘎目村隆重举办，在为节日增添一
抹亮色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
优质实惠的各类年货。

2014 年 11 月 22 日 ，康 定 市 发
生 6.3 级地震，在党委、政府的关心
关怀下，康定市灾后重建工作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就，震中塔公镇多拉
嘎目村基础设施焕然一新。为进一
步激发农牧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
产业发展和实施商贸扶贫计划，州
市商务主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题调
研，广泛了解当地灾后重建之所需、
产业扶贫之所急、群众增收之所想。
在州商务投资促进局、康定市商务
投资促进局的组织发动下，大力开
展“政府扶贫·企业助农”的商务扶贫
助农新模式，组织与当地产业富民战
略息息相关的康定民贸公司、康定市
新马帮商贸有限公司、泸定县宏运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甘孜州藏地莲花文
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四家企业，以感
恩的心履行责任，回馈社会，共同开
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
的电子商务进农村、农特产品市场拓
展、农牧区集市贸易等系列消费扶贫
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康定市民贸公司经理杨春丽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活动民贸公司
为当地群众准备了蔬菜、大米、清油
以及各类百货，而且全部半价销售。
康定市新马帮商贸有限公司冯伦强
说：“往年年货节的活动更多都是外
地产品，今年的年货节，我们也把本

地新马帮土鸡蛋带到了年货节现场。
今年总共是 10 万元的产品，其中公
司赞助了5万元。”

记者在赶集活动现场看到，适合
农牧区群众消费的打茶机等家用电器
和床上用品、边销茶、蔬菜、方便食品、
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通过“电商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扶贫模

式打造的“憨小二”土鸡蛋等知名电商
扶贫产品，在雪线上牧民群众家门口
摆摊设点，进村为群众送放心商品、扶
贫示范产品。

活动还开通了微信、支付宝等网
络支付服务，设置了商贸扶贫、电商扶
贫产品营销咨询服务点，热情接待来
访群众1000余人次。农牧民群众争相

购买质优价廉的商品，当天销售让利
产品30余万元，现场实现网上成交额
4万元，牧民群众亲自体验了一把“触
网”乐趣。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企业还
为该村提供咨询服务，支持当地农特
产品拓展市场。

记者 张磊 文/图

感恩回馈大拜年 群众过年笑开颜

甘孜日报讯 2月8日上午，州委副
书记、州长肖友才主持召开全州“两节”
安保维稳工作视频调度会，视频调度听
取“两节”期间全州安全生产、森林草原
防灭火、旅游服务、市场供应、群众文化
生活、平安过节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对
下步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他强
调，各县（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
落实工作责任，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
工作，全力做好安保维稳各项工作，为
全州各族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和藏历新年营造良好环境。

州政府副州长、白玉县委书记康光
友在白玉分会场参加会议；州政府副州
长、公安局长高展，甘孜军分区司令员
李勇，州法院院长吴良军，州检察院检

察长廖学东在康定主会场参加会议。
在听取了18个县（市）、海螺沟景区管

理局、亚丁景区管理局、喇荣寺管理委员会
和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工作汇报后，肖友才
说，通过调度情况看，大家在节日期间坚守
岗位、履职尽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保持了社会大局总体平稳可控。但“两
节”还未结束，要取得完胜，还需居安思危，
不能麻痹大意，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的精神，切实抓好各项工作。

肖友才要求，一要全力抓好社会稳
定。各县（市）、各有关部门务必按照“清单
制+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的要求，全力做
好各类风险点的摸排、防控等工作，进一
步强化情报信息研判预警，坚决依法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二要全力抓好森林草原和城镇乡村防
火工作。要层层压实责任，全面从严管控
火源，明确防范措施，强化宣传教育，确保
万无一失。三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要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意识和
担当意识，以交通运输打非治违、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为抓手，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和
安全措施，持续加大对高危行业、关键领
域、重要节点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确保
全州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四要全
力抓好市场供应。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精心
组织货源，依法打击哄抬物价、假冒伪劣、
过期、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强化市场物
资供应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市
场物资质好量足。五要全力抓好旅游服
务。要按照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

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
则，把“游客为本、服务至诚”的理念落实
到每一个细节，全力做好游客吃住行、停
车等服务保障工作。六要全力抓好群众文
化生活。要把“两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开展
好，就地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丰富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让节日氛围更加祥和喜
庆。七要全力抓好值班值守。要严格落实
领导在岗带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明
确工作职责，畅通信息渠道，切实做到应
急值守到位。

州级有关部门带班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党委或政府在
岗带班的主要负责人、县级有关部门带
班负责人在各县（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记者 张涛

肖友才视频调度全州“两节”期间安保维稳等工作

确保全州人民平安喜庆过节

甘孜日报讯 昨（11）日，记者从
州旅发委了解到，今年春节黄金周，
我州旅游经济指标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高位增长态势。全州共接待游客
49.13万人次，旅游收入53783.78万
元，同比增长 46.79 和 61%。旅游接
待人数、旅游综合收入创历史新高。
同时，整个黄金周期间，我州未发生
一起游客投诉，游客满意度高。

据州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春节假期，从初一到初四进州游客
逐日攀升，初五、初六游客逐步返程。
总体上全州大部分重点旅游县市（景
区）接待人次和收入均较大幅度提高，
海螺沟接待游客7.27万人，同比增长
24.49%；康定木格措景区接待游客
2.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9.82%，门
票收入144.56万元；泸定桥景区接待
游客9.7万人次，门票收入32.61万元

（2月5日泸定桥景区门票全免）；亚丁
景区接待游客0.51万人次，同比增长
59.38%；丹巴甲居藏寨接待游客0.72
万人次；色达县接待游客 2.37 万人
次，同比增长6.28%。

随着我州“交通先行”战略的持
续发力，全州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为
来州旅游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交
通环境。据相关部门统计，春节黄金
周期间，康定机场进出港旅客 151
人次，稻城亚丁机场进出港旅客
1285人次；2月5日0时至2月10日
16时，雅康高速泸定出入口进州车
流达 82846 台次，康定出入口进州
车流达54717台次。

据了解，由于春节期间天气持
续晴朗，雅康高速方便快捷，康定和
亚丁两大机场不停航，州县（市）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紧转第四版）

春节黄金周我州
旅游市场创历史新高
接待游客49.13万人次，旅游收入

53783.78万元

农牧民群众争相购买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