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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2月12日，
市委书记张正红走访慰问了春节期间
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的各行各业代
表，向他们表示真诚感谢和崇高敬意，
并致以新春的问候。

2月12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攀枝花
中心城区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祥和
喜庆的节日氛围。张正红先后前往市
委总值班室、市广播电视台、市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攀枝花公园
东大门、炳三区公交总站、钢城经贸大
厦、110指挥中心和国网攀枝花供电公
司调度中心等地，慰问春节期间坚守
一线的干部职工，并通过他们向全市
各条战线的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在市委总值班室，张正红亲切慰
问了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并听取了
全市春节假期值班工作安排和有关情
况的汇报，他叮嘱大家要恪尽职守，充
分发挥市委总值班室的中枢作用，确
保全市各系统春节期间反应快速、协
调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

来到市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
心，张正红向正在值班的新闻工作者
拜年，与大家亲切交流，并就做好宣传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春节期间，
大家既要保障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政
令畅通，也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过年提
供更加丰富的广播电视产品供给。同
时，要深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灵活运
用各大新媒体平台，聚焦老百姓的身
边事，策划一批充满正能量的新闻产
品，充分展现攀枝花城市魅力和文明
风貌，传递好党委政府的声音。

在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和市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张正红
认真检查了煤矿远程监控综合管理系

统、尾矿库监控系统等运行情况，听取
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相关工作
情况汇报，并亲切慰问了值班人员。
张正红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全
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
火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强化源头管控，
铁心布置、铁面检查、铁腕执法，多开
展“四不两直”暗访检查，突出抓好隐
患风险排查整治，督促落实好企业主
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政
府属地责任，将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
确保全市大局安全稳定。

“你们起早贪黑，非常辛苦，我们
的城市如此干净美丽，这都是你们的
功劳，祝大家新年快乐！”来到攀枝花
公园东大门，张正红慰问了环卫工人代
表，感谢他们为城市干净整洁作出的贡
献，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福。张正红关
切询问了环卫工人们用餐、休息等问
题，将慰问品一一送到他们手中，并叮
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在炳三区公交总站，张正红向攀
枝花公交公司员工致以新春祝福，听
取了公司相关情况的汇报。张正红
说，春节期间公交不停运，广大驾驶员
舍小家为大家，为社会有序运转作出
了牺牲、付出了汗水。今年春节，许多
外地人在攀枝花就地过年，希望大家
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展现
攀枝花公交的良好形象。

来到位于钢城经贸大厦的数字城管
中心和12345市民热线中心，张正红认
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亲切慰问了值班人
员。张正红说，数字城管是“千里眼”，善
于发现城市的问题和不足；12345市民
热线是“顺风耳”，善于聆听老百姓的呼
声和倾诉。 （下转2版）

张正红在调研督导疫情防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

恪尽职守 强化措施
用我们的辛苦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幸福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2 月 10 日，市委书记张
正红率队深入我市部分超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卡点、
车站、企业，走访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督导疫情防控、
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和春节物资保供等工
作。张正红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
务，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
恪尽职守、强化措施，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加强
检查督导，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森林草原防
灭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用我们的辛苦换取人民
群众的平安幸福，努力营造健康安全、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

进入北京华联超市，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生鲜食品、米面粮油、酒水饮料、糖果零食等生活必
需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市民群众正在有序购买置办
年货。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在扫码、测量体温后，张正
红进入超市，走到果蔬、肉类、春联等销售区和消防设
备放置区，与相关负责人和一线职工亲切交流，了解市
场供应、食品价格、疫情防控以及消防安全等工作情
况。张正红指出，连锁超市是市民身边的重要购物场
所，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货源组织，线上线下同
步做好供应，丰富节日生活物资，同时要加强本地特色
农产品的包装、推销，促进农民增收。要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营造温馨有序的购
物环境。相关部门春节期间要加强调度，抓好保供稳
价工作，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链稳定，满足市民群众生
活需求。

在仁和区岩神山森林草原防火检查卡点，张正
红认真检查了森林防火检查登记表及森林“防火码”
推广使用情况。张正红叮嘱相关负责人要认真落实
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推进
隐患排查治理，持续强化火灾源头管控，抓好信息技
术应用，坚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及专项整治工作
硬仗。来到仁和区森林专业扑火队，张正红亲切看
望了坚守岗位的扑火队员。在仔细查看防灭火物资
配备情况后，张正红要求，要坚持把人民群众和扑火
队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火灾扑救队伍建设，
配齐防灭火装备物资，不断提升应急扑救水平，确保
不发生人为森林草原火灾、不发生人员死亡。

在攀枝花火车南站，张正红走进车站大厅、候车
室等地，详细了解火车南站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等
情况。张正红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各项举措，紧
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
要科学安排节日期间工作，强化安全监管，提升管理
和服务水平，保证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春节期间，我市许多企业都不停工、不停产，努
力迎战“开门红”，攀枝花钢企欣宇化工有限公司和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海绵钛分公司就在其中。来到这
两家企业，张正红进车间、入厂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张正红要求，要坚守安全生产
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各项管理制度，从
细节入手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实
安全生产工作。要不断强化职工安全意识，把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到每个职工、每个岗位，筑牢安全生产思想
防线。

每到一处，张正红都亲切慰问了一线职工，并叮
嘱相关负责人要科学安排工作，做好加班职工生活
服务保障，让大家暖心、舒心，过一个特殊而又温暖
的春节。

调研督导中，张正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恪尽职守，强化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多采取“四
不两直”方式加强检查督导，抓实疫情防控、森林草
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用我们的辛苦换
取人民群众平安幸福。

市领导林建国、李仁杰、王少民、邓斌、王飚、任
礎军参加调研。

市委秘书长许军峰陪同。

张正红走访慰问一线值班人员

向春节期间坚守一线的
广大劳动者致以新春祝福

“犇”向春天 攀枝花开红艳艳
□本报记者 潘芝

辛丑牛来，春天“犇”腾而至，攀枝花暖意融融，攀枝花开正红。
我市的春节假日消费市场就像绽放枝头那簇“红艳艳的攀枝花”一样，暖意融融。市民游客走进

各大商圈、乡村、景区，购物、赏景、品美食，乐享休闲时光，一幅幅产兴景美人气旺的“开门红”图景跃然
眼前。留攀过年，政府温馨暖招成为活跃春节消费市场的有效催化剂，为市民、乡村带来更多真金白银
的实惠。各大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推出赏景服务和优惠措施，让就地过年的人们共享温馨幸福年。

22月月，，攀枝花花开正红攀枝花花开正红。。 （（特约摄影师特约摄影师 王东王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2月15日，大
年初四，市委副书记、市长虞平前往市
区超市、森林防灭火重要卡点、进口冷
链食品集中监管仓、长途客运站，检查
疫情防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虞平指
出，新春佳节，值守值勤人员坚守岗
位、默默奉献，推动疫情防控和森林防
灭火两项工作取得了成效。他鼓励大
家，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克服麻痹
松懈思想，时刻绷紧疫情防控、森林防
火两根安全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
森林防灭火工作要求，坚决维护好全
市人民群众健康平安。

新春佳节，节日商品琳琅满目、商
场超市人头攒动。虞平一行来到攀钢
吉靓轩超市中环店，他主动佩戴好口
罩，扫描“四川天府健康通”二维码、向
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绿码。在超市入口
处，虞平详细查看超市场所码设置和
下载扫描情况，跟值班人员亲切交
流。他叮嘱超市负责人，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每一位进入
超市人员的场所码申领、扫描、查验等
工作，同时，要耐心细致做好老年人、
小孩等特殊群体健康码查验操作或身
份证实名登记工作，确保无差错、无疏

漏。走进超市，虞平详细检查超市内
消防器材是否齐全、是否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是否开展防火应急演练等情
况。虞平强调，超市人员集中、流动性
大，要坚持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一起
抓，做好节日物资供应保障、食品安全
和消防安全工作，确保群众过一个平
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机场路森林防灭火卡点，虞平
仔细查看卡点值守工作流程、文明祭祀
劝导工作内容、森林防火期进山人员登
记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市已经发
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各县（区）和相
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分区分级抓好森林
草原火险精准防控工作的要求，进一步
加强合作支持、技术运用、信息互通、
点面结合，开展好卡点值班值守、森林
巡视巡查、应急反应处置等工作，确保
不发生人为森林草原火灾、不发生人
员死亡。

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是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阵地和战场之一，虞平一
行走进南山工业园区一禾物流园C1仓
库——我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
仓，仔细了解仓库食品进出库、管理值
班、核酸检测等情况。 （下转2版）

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坚决维护好人民群众健康平安
虞平检查疫情防控、森林防灭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 江潇）2月16日，正
月初五，攀枝花影城内欢声笑语、其乐
融融，70 余名在攀留守的农民工兄弟
及其家人免费观看了新春贺岁档影片

《唐人街探案3》《侍神令》，感受到了攀
枝花大家庭的温暖。

“很久都没有走进电影院了。这个
年过得很有意义，很有味道。”来自四川
悦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建筑工
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留守攀枝花，虽
然妻儿都在老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
在电影院里看新春贺岁档电影让他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
此次“就地过新年，花城是家乡”

新春观影专场活动由攀枝花市国投
集团所属企业阳光影业公司组织开
展，为就地过年的农民工送上了一份
特别的“文化大餐”，让他们感受到他
乡过年的温暖。下一步，阳光影业公
司将继续坚定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
政治定位，发挥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通过大力开展“光影进校园”“光影走
基层”“光影映初心”等活动，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留守农民工走进电影院免费看电影

本报讯（记者 岳蕾娅）牛年春节期间，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化馆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营造浓郁年味氛围的过程中，适应消费新需求，精心
策划推出第二十一届（2021年）攀枝花市迎春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展（线上微展），4期展出，吸引了5万人

“云看展”，将线下资源优势转化为在线消费，实现了
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为进一步推动文旅行业数字化
转型发展作出积极探索。

春节长假期间，即使足不出户，人们也可以逛
云上展览。此次线上微展分美术、书法、摄影、少儿
美术四期，2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微视、快手、抖音、微
博、好看视频、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微信视频等平台
推送线上系列展播，展出的作品以歌颂祖国、赞美生
活为主，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道丰盛的新春文化艺
术大餐。

网友纷纷点赞留言。网友“天蓝蓝”说，春节期
间，她跟孩子在线上欣赏美术书法摄影展，接受文化
熏陶，展出的一幅幅体现攀枝花城市建设的书法、摄
影作品，激发了大家建设攀枝花，热爱家乡的热情。
网友“明天会更好”表示，线上微展，艺术魅力不打
折，为这种形式点赞。网友“糊里糊涂”说，线上浏览
可以随时随地欣赏，比自己去现场看展还有收获，长
知识。

5万人“云看展”
足不出户享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 江潇 实习生 冉婧）近日，记
者从市扶贫开发局获悉，经逐户核定，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动态调整为10749户44353人，截至2020
年底，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均达到现行脱贫标准，
全市所有贫困村、贫困人口减贫目标任务全面完
成。2020年，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10395.8元，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去年，我市着力解决增收难题，投入资金4418万
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78个，精准落实“一户一策”产
业措施。与 30 多个企业建立农产品“直供直销”和

“农超对接”渠道。全市认定扶贫产品29个，建立线
上、线下销售点502个，实现销售额824万元，受益贫
困户2527户。针对因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渠道不畅、收入下降等问题，全面开展就业需求摸排
登记，细化就业扶持“十七条”措施，积极搭建外出务工
就业平台，落实公益岗位兜底安置，全市贫困人口实
现就业13938人，全面完成就业扶贫目标任务。扎实
开展住房建设专项督导，全覆盖核验所有贫困户住房
安全情况，累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6617户、易地扶贫
搬迁1599户，所有贫困户住房均达到安全标准。同
时，去年解决饮水不安全问题20个，累计实施水利工
程项目291个，贫困户安全饮用水合格率100%。认
真落实教育医疗扶持政策，开展贫困户适龄儿童信息
比对，建立健全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资助
建档立卡学生4.3万人次，使用教育扶贫救助基金救
助学生9900余人。贫困患者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住院累计达5.3万人次，个人支付仅占2.17%。累计
使用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救助病人2.03万人次。

今年，我市将继续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认
真梳理储备项目，及时研究制定我市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具体实施方案，做好体制
机制、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

攀枝花减贫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2020年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超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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