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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4月4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波前往攀
枝花公园和市煤气总公司炳草岗储
配站，检查我市森林防火和危化品企
业安全管理工作，市城管局、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陪同检查。

在攀枝花公园，王波实地查看了
公园森林防火隔离带、防火标识牌等
设置情况，听取了管理部门相关负责
人关于森林防火工作有关情况的汇
报，并详细了解森林防火安全管理工

作落实情况，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开展情况。王波强调，森林防火重在
防范，要加强巡查，及时处置隐患，严
格落实野外火源管理制度，做好入园
人员火源管控，防止火源上山。要设
置森林防火警示标志，加强森林防火
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

在市煤气总公司炳草岗储配站，
王波详细询问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责任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
和执行以及应急管理等情况，并现
场查看了企业生产设备、设施安全
运行情况。王波要求，企业和相关
部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值班值
守、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细
化岗位责任制，加强巡查检查和隐
患排查工作，确保企业安全设施正
常运行，提高安全应急管理能力，全
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
素质，确保企业生产安全。

□本报评论员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滋长，
思念绵长。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和三线建设 55 周年的特殊年份
里，我们在英雄纪念碑前庄严集会，
奉上鲜花一捧，向先烈致敬，为英雄
而歌。

传承是最好的追思。缅怀先烈、
纪念英雄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攀枝
花这座英雄的城市永葆英雄本色。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所有的收获和幸福，从来都不
是随随便便凭空而降的，而是久经
磨难，靠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和奋
斗换来的。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就是一座
城市的英雄史诗。攀枝花从来都是
英雄辈出的热土，更有融入城市血
脉的英雄本色。

54年前，数十万建设大军从全国
各地汇聚攀枝花，以“三块石头架口
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不想爹不想妈，

不出铁不回家”的英雄气概，打通成昆
铁路，攻克了用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
铁矿的世界性难题，创造了“象牙微
雕”百里钢城的奇迹，使攀枝花从昔日

“七户人家一棵树”的不毛之地发展成
为中国西部璀璨的工业明珠，在其诞
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源源不断地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着攀枝花英
雄的力量，圆满完成了共和国赋予攀
枝花这座城市的国家使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年轻
的攀枝花，有奋斗的青春，有阳光的
品质，更有血脉中涌动的“三线精
神”，骨子里散发出的英雄气质。

正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聚集着一路披荆斩棘、把困难踩在
脚下的磅礴力量。

今天，攀枝花作为攀西国家级
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的龙
头和主力军，再次承担起国家使命。

整装再出发，我们将永葆英雄

攀枝花的本色。
攀枝花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
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按照
省委确定的建设国家战略资源创新
开发试验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国
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以及川西
南、滇西北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南向
开放门户等新定位新要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弘扬“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的“三线精神”，按照市委“一二三五”
总体工作思路，真抓实干、砥砺前行，
全面推动攀枝花高质量发展，为建设
美丽繁荣和谐攀枝花努力奋斗。

一座拥有英雄本色的城市，必
将拥有美好的未来。

英雄的攀枝花人民，将铭记英
烈功勋，汲取英烈力量，将“三线精
神”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勇做时代
的搏击者、担当者和奉献者，在各行
各业干出骄人业绩，在新时代建功
立业，创造新的奇迹！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4月3日
下午，市委书记贾瑞云主持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集中学习中央、省有关会
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同时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
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市委统战部和市
委组织部有关请示事项进行了讨论研
究，听取了有关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会议集中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文件精神。会议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条例》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深刻领会修订颁布条例的重大意
义，全面把握精神实质，紧密结合攀
枝花实际和全市组织工作会议部署
要求，及时完善配套制度，细化相关
措施和办法，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
制度体系，提高全市干部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形成勇
于担当、崇尚实干的良好氛围。

会议集中学习了《公务员职务与
职级并行规定》。会议指出，推行公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是深化公务员
分类改革、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推动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公务员队
伍的重大举措。全市上下要把贯彻
落实《规定》精神与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紧密结合起来，提前谋划、深入调
研，确保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工作
平稳顺利进行。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深刻汲取蒲
波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的九条措施》。会议要求，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蒲波严重违纪
违法案教训，强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
任落实，严把思想政治关、选任程序关、
日常监督关，切实堵漏洞、建机制、提质
量，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努力营造
积极健康的干部选拔任用环境。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对党员干
部赌博行为处理的规定》《关于禁止
领导干部利用地方名贵特产谋取私
利的规定》等文件精神。会议强调，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对赌博行
为和利用地方名贵特产谋取私利的
现象说“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管好下属、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党员干部
赌博和利用地方名贵特产谋取私利
的行为，对查处的问题给予通报曝
光，持续形成强大震慑。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投资促进及
重点项目工作现场会精神。会议强
调，全省投资促进及重点项目工作现
场会是在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奋力夺取一季度“开门红”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市上下要进
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充分认识当前所
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把抓项目建设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

抓好项目招引和促建。要牵住“项目”
这个牛鼻子，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地，
在建项目加快进度，先做大“盘子”，再
切好“饼子”，以项目支撑全市经济社
会稳中向好发展。要充分发挥攀钢

“航母”作用，狠抓产业链招商和产业
承接转移，推动攀钢支持我市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培育壮大中小企业“舰
队”群。要精心谋划，继续开展好项目
竞进拉练活动，加快在全市形成“比学
赶帮超”的良好竞争氛围。要及时了
解学习中央、省出台的有关政策，把握
政策资金扶持方向，加强沟通，密切跟
踪，找准政策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结合点契合点，不断提高向上争取资
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级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要坚持把招商引资抓在手
上，亲力亲为，亲自挂帅，自觉承担起
招商引资第一责任人职责。

会议讨论了《攀枝花市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考评激励工作方案（送审
稿）》《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

（送审稿）》《2019年度政协计划（送审
稿）》《关于确定2019年政党协商（会
议协商）计划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
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
实践锻炼计划的请示》等请示，听取
了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十届
市委第七轮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第八
轮巡察综合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英雄功绩
千秋颂，扬帆奋进慰忠魂。在清明节来
临之际，4月4日上午，我市在攀枝花英
雄纪念碑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传承三
线精神”清明祭英烈活动。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和驻攀部队、市
级部门、劳模、企业、学校师生、各界群
众代表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
里，缅怀先烈，瞻仰祭奠。

壮歌慷慨谁能忘，英雄浩气贯长
虹。攀枝花英雄纪念碑广场内松柏
环抱，清幽肃静，气氛庄严。由三个

“人”字形结构组成的纪念碑矗立在
广场中心。碑顶标志着攀枝花英雄
与日同辉、与世长存的铜球，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市委书记贾瑞云，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正富，市
政协主席李群林，市委副书记虞平等市
领导和350余名各界代表列队肃立。他
们中有参与攀枝花开发建设的攀二代、
攀三代、攀四代代表，有满怀崇敬之情
的驻攀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社会各界
群众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
和少年儿童。

上午 9 点整，主持人王波宣布清明
祭英烈活动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歌声激昂，响彻天宇。随
后，全场静默肃立、脱帽，向为攀枝花开
发建设英勇献身的英烈们默哀。默哀

毕，伴随着《献花曲》深情的旋律，8名礼
兵稳稳抬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敬献的花篮，缓步走向英雄纪念碑，
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贾瑞云等市领导神情肃穆地走上
前去，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切悼念
为攀枝花开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们。

贾瑞云在活动上发表致辞。贾瑞
云说，回首往昔，先辈英雄历历在目。
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

“大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现代
生产力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推进，把
攀枝花作为重中之重开发建设，开始了
新中国第一次西部大开发，开启了共和
国最初的强国梦。全国各地数十万大
军奔赴攀枝花，历经战天斗地的伟大实
践，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
范，孕育形成了“三线精神”，激励起全
国社会主义大建设的热潮，激发起全中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豪情。

贾瑞云说，还看今朝，当代英雄层
出不穷。“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
子孙”的攀枝花人，在改革开放的奔流
中开始了接续奋斗。新一代攀枝花儿
女肩负着前辈的遗愿，高举起“三线精
神”，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共同奏响了

“科技创新、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英
雄赞歌。他们为这座城市付出的辛劳、

智慧、汗水甚至生命，筑起了这座城市
新的丰碑。

贾瑞云说，放眼未来，英雄事业已
经起航。攀枝花是一座曾经创造过英
雄奇迹的城市。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和全体劳动者的接续奋斗下，
攀枝花逐步实现由钢铁之城向钒钛之
都、由工矿基地向康养胜地、由传统三
线建设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性
跨越。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
这一代人手上，“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
地”——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我们手中
展开，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向我们迎
面走来。（致辞全文见2版）

随后，贾瑞云等市领导向纪念碑敬
献鲜花，并缓步绕行，用深情的目光瞻
仰着纪念碑，表达对烈士的无限敬仰和
缅怀。

现场各界群众代表和自发前来的
1000多名群众相继走到纪念碑前，献上
手中的鲜花，追思先烈的丰功伟绩，感
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励志扬帆
奋进，创造攀枝花新的辉煌。

在活动现场，大家观看了《英雄本
色》主题片。青少年代表诵读了朗诵词

《英雄花开》，少先队员献唱了《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

沈钧、江海、谢忠华、吴成钢、林建
国、秦光龙、杨生荣等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领导参加活动。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集中学习有关会议、文件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贾瑞云主持并讲话

金沙水长 青春常在 攀枝花开 英雄不老

我市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
贾瑞云王波黄正富李群林虞平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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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贾瑞云仔细
整理花篮缎带。
（特约通讯员 王东 摄）

4月4日上午，我市在攀枝花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传承三线精神”清明祭英烈活动。(特约通讯员 王东 摄）

查隐患重防范 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王波率队检查森林防火和危化品企业安全管理工作

让英雄的城市永葆英雄本色

□本报记者 徐杨

淡淡的哀愁千丝万缕，深深的思
念浓厚绵长。

一场细雨过后，攀枝花绿意葱
茏，蓝天通透。在高大、挺拔的攀枝
花树的环抱中，位于攀枝花公园的攀
枝花英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

4月4日9时，我市350多名机关
干部、职工代表、社区群众、青少年学
生手捧菊花在英雄纪念碑前庄严集

会，齐唱国歌、肃立默哀，向长眠于这
片热土的攀枝花开发建设烈士敬献
花篮，深切缅怀他们的功勋伟绩和崇
高精神。

澎湃高昂的国歌响起，大家齐声
高唱，雄浑的歌声气势如虹，犹如滔
滔的金沙江水，奔腾流淌，在纪念碑
上空环绕，久久回荡。

默哀后，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了
《英雄本色》主题片，一个个场景、一
幅幅画面，重现三线建设时期攀枝花

开发建设历史，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感知那段艰苦卓
绝的奋斗岁月。

“好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年代建设祖国大
西南嘹亮的号角声，建设者们的青春
和热血、真挚的脸庞在我的脑海里激
烈翻腾。”国网攀枝花供电公司青年
党员张鸣激动地对记者说。

“荒山、险滩、人烟稀少……建设
者们肩挑背扛， （下转2版）

攀枝花开 英雄不老
——“纪念五四运动 传承三线精神”清明祭英烈活动侧记

清明祭英烈
▲
2版

导读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