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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父老乡亲们、朋友们：
在牛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

表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
协，给全州人民拜年！向各位老领导、
老同志，向驻州部队、武警官兵、公安
干警，向关心支持甘孜发展的各界朋
友，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同志们，
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州上下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
成绩，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
这一年，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战
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集中
力量打好了疫情防控特别是道孚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生动诠释了“甘孜
精神、甘孜担当、甘孜效率”，取得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这
一年，我们全民动员、勠力同心办建
州70年州庆，全面讲好了甘孜故事、
传播了甘孜声音、展现了甘孜形象，

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誉，甘孜知名
度、美誉度、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一
年，我们奋力冲刺、全面收官奔小康，
实现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
村、50903户贫困户、22.5万贫困人口
全部清零，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
整体贫困，即将实现与全国全省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年，我们求
新求变、化危为机抓发展，积极应对
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全州经济“持续
回升、稳步复苏”，向全州人民交了一
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满意答卷”。这一年，我们保持定力、
未雨绸缪护稳定，树牢忧患意识，发
扬斗争精神，事不避难、担当作为，高
标准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示范州，积极构建维护稳定的长效机
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这
一年，我们一以贯之、全面从严夯根
基，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创建成果，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反对
腐败，持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

事非经过不知难，各种艰辛弥
珍贵。这些成绩，得益于习近平总书
记掌舵领航，得益于党中央和省委
坚强领导，得益于州“四套班子”团
结协作、攻坚克难，得益于全州各族
干部群众辛勤劳动、顽强奋斗。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全面
建设美丽生态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甘孜的开局之年。我们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省
委涉藏工作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坚定信心、笃定前行，谱写甘孜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100周年。

最后，祝愿全州人民新春快乐、阖家
幸福、扎西德勒！

甘孜日报讯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
统一部署，2月9日，省委第五巡视组
巡视甘孜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巡视

“回头看”沟通会召开。省委第五巡视
组组长胡振凯主持会议并讲话。受省
政协副主席、州委书记刘成鸣和州委
副书记、州长肖友才委托，州委副书
记石钢就我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情况作专题汇报并作表态发
言。省委第五巡视组相关成员，州委
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谢辉，
州政府副州长程静，州政府副州长、
州公安局长李强出席会议。

会上，胡振凯传达了省委书记彭
清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示精神，他指出，本次巡视“回头看”
由省委专题部署，甘孜州要高度重
视，切实领会省委部署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巡视“回头看”的意义，进一步增
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持续巩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成果。

胡振凯强调，本次巡视“回头
看”是省委在特殊时间节点下安排
的一次特殊任务，标准不降、程序从
减，既要看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又要
发现新问题。巡视组重点从四个方

面开展监督：一是紧扣重大决策部
署，深入了解党委（党组）领导部署
情况；二是紧扣重点防控环节，深入
了解各级党组织响应落实情况；三
是紧扣干部担当作为，深入了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四是紧扣防
控问题整改，深入了解巡视等各类
监督检查发现疫情防控方面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

胡振凯指出，本次巡视“回头
看”是省委交给巡视组和甘孜州的
共同任务，主要目的是通过发挥巡
视的权威性、震慑力、穿透力，督促
各级各部门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
痹思想、松劲心态、厌战情绪，始终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决把中央
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甘
孜州委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力配合做
好巡视“回头看”工作，持续巩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

石钢表示，省委第五巡视组进
驻我州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巡视

“回头看”，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我州
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
怀。甘孜州将全力配合做好巡视工

作，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实事求是汇
报工作，实实在在反映情况，诚恳接
受巡视监督；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
照单全收，严肃对待、主动认领;全
面推动问题整改，深刻剖析问题根
源，制定整改方案，举一反三、立行
立改，坚决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
回音、条条改到位，确保各项整改工
作落实见效，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同时，以巡视整改为契
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据悉，本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巡
视“回头看”采取省州县（市）三级联
动、同步实施的方式组织开展，省委第
五巡视组全程直接指导州委联动巡察
组开展巡视巡察联动。省委第五巡视
组将在我州工作5天左右，2月9日开
始至2月13日结束。巡视期间分别设
专门值班电话：18200300410，电子
邮箱：scswxs5z@sina.com。巡视组
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00—20:
00。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问题举报。其
他不属于本轮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反
映，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见习记者 周燕

省委第五巡视组巡视甘孜州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巡视“回头看”沟通会召开2021年新春贺词

省政协副主席、甘孜州委书记 刘成鸣

甘孜日报讯 在新春佳节和藏历
新年即将来临之际，2月9日，州委副
书记、州长肖友才走访慰问了郭赤
诚、洛松曲批等我州在蓉的部分离退
休老干部，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老同
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和新年祝福，并通
过他们向全州离退休干部致以新春
的祝福。

每到一处，肖友才都与老同志促
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身
体状况，向他们简要介绍全州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对他们为甘孜经济社会
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他说，
过去五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州委、州政府团结带领全州干部群
众锐意进取、拼搏实干，全州经济持续
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全面完成了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这些成绩来
之不易，与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正因为有你
们这些老同志的艰辛努力和无私奉
献，才有我州今天的发展变化，党和政
府永远不会忘记大家为我州发展、民
生、稳定所作出的贡献。

肖友才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全州上下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系列重要指示和省
委对甘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绿色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
根本目的，以社会大局稳定为前提，
不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努力建设美丽生态和谐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

肖友才希望老干部们有机会多
回州走一走、看一看，在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继续关心我州经济社会发展，
并祝愿离退休老干部们健康长寿、万
事如意、新春快乐、扎西德勒。

慰问期间，肖友才还嘱咐老干局
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关心离退休老干
部的日常生活，搞好协调服务工作，
切实为他们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州委老干局主要负责人参加走
访慰问。

严吉科 记者 张嗥

共叙情谊 共话发展
肖友才在蓉走访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中共中央、国务院 10 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
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
党奋斗史、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文
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我们
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我们迈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们决不能骄傲
自满、止步不前，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力拼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出席团拜会，李克强主持。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意
融融，各界人士约1000人欢聚一堂、共
迎新春，欢声笑语间洋溢着喜庆祥和的
节日气氛。

上午10时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向
全场挥手致意，同大家互致问候、祝福

新春，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回首过去一

年，既有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又有豪情
万丈的砥砺前行。一年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战
疫情、抗洪涝，促改革、推开放，抓脱贫、惠
民生，保增长、稳大局，在世界上率先控制
住疫情蔓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
现经济正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
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
成，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捷报频传，共建“一
带一路”扎实推进，“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
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
们，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铿锵步伐。

习近平强调，新的一年，我们要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2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21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表讲话。 新华社 发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十四五”
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指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直上九万里。”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
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
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
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
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
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14亿中国
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
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
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只要我们党始
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
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