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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信
同志们、朋友们：

寅虎辞旧岁，卯兔迎新春。值此辞旧迎
新之际，我们代表中共攀枝花市委、攀枝花
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族人民，向驻攀部队、
武警官兵、消防指战员、公安干警和在攀投
资兴业的客商、来攀康养旅游的朋友，向所
有关心支持攀枝花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2022年，面对多重困难叠加
的严峻复杂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全市上下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作为工作主题主线，坚决贯彻中央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要求，坚持省委“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
安全”工作总思路，深入实施市委总体发展战
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集中力量抓
大事、攻难事、办实事，全市捷报频传、喜事连
连，经济发展呈现出大盘稳、位次升、质量好的
良好态势，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过去一年，我们厚植优势、彰显特色，促
成了“发展之变”。坚定不移走特色发展之
路，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聚焦端好“铁饭
碗”、做强“钛钒碗”、创造“金饭碗”，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大力推进“项目攻坚突破年”部署落地见效，

“水资源配置+抽水蓄能+新能源开发”三结
合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钒钛产
业进入全省首批特色优势产业试点名单，西
南首条工业副产制氢生产线等建成投运，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有力，“天府第二粮仓”
基础不断夯实，再度入围全国康养二十强
市，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创下近十年来最好位
次水平，GDP增速连续三年跑赢全省平均水
平、保持在全省第二方阵。

过去一年，我们真抓实干、奋勇攻坚，迎
来了“机遇之变”。全市上下团结一心、砥砺
奋进、拼搏实干，以奋斗的确定性应对变化的
不确定性，在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中干出了路
数、干出了成效、干出了作为。省委、省政府
明确提出，“支持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试验区和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支持我
市与凉山“共建‘天府第二粮仓’、阳光康养旅
游目的地和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支持‘三州一
市’共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支持我市

“打造四川南向开放门户”，赋予了攀枝花“两
区三地一粮仓一门户”的新定位。特别是随
着新成昆铁路、丽攀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宜攀
高速公路、攀盐高速公路、机场改扩建等项目
加快推进，全市对外交通正发生根本性改观，
攀枝花正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过去一年，我们改善民生、守牢底线，实
现了“幸福之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70%投入到民生领域，倾情倾力办好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天然气置换等9大类66件民
生实事，狠抓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区域
优质教育中心、医疗健康中心、时尚消费中心

建设，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创有监
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入选省级城市更新试点
城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重点联系城市，全域纳入“中国气候宜居城
市”，再度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时，
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有效，森林草原火灾保持

“零发生”、防汛防地灾保持“零伤亡”，生产安
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过去一年不平凡、
不容易，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了不
起，全市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是全市各行各业
干部群众勠力同心、和衷共济、拼搏实干的结
果。一年来，有许多的人和事令我们感动、值
得我们铭记，广大人民子弟兵、公安干警、医务
人员、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工程建设者、
基层干部、志愿者，以及千千万万的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等等，大家都积极面对
困难、迎接挑战，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用不同
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让我们欣慰
的是，全市“90后”“00后”朝气蓬勃、活力无限，
大家眼中的“孩子们”已悄然长大，“后浪”奔
涌、未来可期，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竿。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也是我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试验区的起步之年。我们将坚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省委、省
政府对攀枝花的新定位新要求，坚持以中国
式现代化为引领，以加快建设川西南滇西北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以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为战略牵引，以工
业强市、精明增长、城乡融合为战略重点，以

“三个圈层”为战略空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拼经济
搞建设，不断开创全市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奋力谱写攀枝花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美好未来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让我们迎着新
年的阳光笃定前行，大力发扬三线精神，践
行“攀登、创新、阳光、包容”的新时代攀枝花
精神，珍惜时间、抢抓机遇，团结奋进、拼搏
实干，共同创造更加安逸舒适的幸福生活、
更加光辉灿烂的美好未来。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还有许多人在坚
守岗位，许多人在守护平安，许多人在辛勤
劳作，每个默默奉献、辛勤付出的你我，都是
这个城市最可爱、最可敬的人，大家辛苦了！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攀枝花
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幸福安康！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市长：

202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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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

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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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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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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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壬寅虎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
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团结奋斗，
凭着龙腾虎跃的干劲、敢入虎穴的闯
劲、坚忍不拔的韧劲，书写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团拜会，栗战书、汪洋、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
祥、李希、王岐山等出席。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意
融融，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迎新春，现
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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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大家挥手致意、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

我们胜利召开了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
图。我们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经济保持增长，粮食喜获丰收，就业
物价基本稳定，民生保障扎实，脱贫攻
坚成果不断巩固，科技成果捷报频传，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根据病毒变化和防疫形
势，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守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
减少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成功
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向世界奉
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
会。我们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我
们坚定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权。(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 文/图）中华民族
传统佳节春节即将来临，1 月 19 日，市委书记
张正红深入东区、仁和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并督导检查市场保供、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
灭火、疫情防控、节日氛围营造、治安管理等工
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
要求，精心组织开展“走基层、送温暖”等活动，
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让全市人民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正富，攀钢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谢俊勇参加相关点位活动。

春节临近，攀枝花主城区张灯结彩，处处
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张正红走进老同志
孙本先家中，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
福，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和生活状况，并汇报过
去一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张正红说，过
去一年我市取得的可喜发展成绩，离不开老同
志们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大家在保重身体的同
时，继续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们
将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关心好、照顾好老同志们的生活，为大家安
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

来到攀枝花军分区，张正红亲切慰问了官
兵代表，并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向广大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在
国防现代化建设、练兵备战特别是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张正红
说，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希
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挥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地方

建设，为攀枝花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在市中心医院，张正红现场督导检查了疫

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看望慰问了劳模兰玉平
和基层医护人员代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节日的祝福。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决策部署，加
强分级分类诊疗，保障群众正常就医，全力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下转3版)

张正红在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和督导检查时强调

统筹做好市场保供、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
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黄正富谢俊勇参加相关点位活动

1月19日，市委书记张正红在金瓯广场沃尔玛超市督导检查消费促进、物资保供、食品安全、
消防安全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江潇 实习生 熊伊劼）新春佳节
将至，1月19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虞平专程走访
慰问武警官兵、医护人员、优抚对象、困难职工和值守
人员，并检查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安全生产、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虞平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时刻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全面细致做好关心关
爱、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让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快乐

祥和的新春佳节。
市政协主席李仁杰一同慰问武警官兵。
在武警攀枝花支队，虞平、李仁杰与官兵们亲切交

谈，送去新春慰问。虞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向武警攀枝花支队长期以来在推动地方发展、维护社会
稳定、参与疫情防控、开展抢险救援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希望官兵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彭春梅）新春佳节临近，1
月16日，市政协主席李仁杰走访慰问我市部
分劳模、宗教界人士、防返贫监测户等，为他
们送去温暖关怀，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愿。

走进市公交公司，李仁杰与市劳模、18路
公交车司机龙建梅亲切交谈，了解她的工作、
生活情况，向她送上慰问与祝福。李仁杰勉
励龙建梅，继续发扬劳模精神，保持良好的工
作作风，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下转3版)

实干奋进 砥砺前行 奋力开创攀枝花党管武装工作和国防动员建设新局面

攀枝花军分区党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张正红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1 月 19 日下午，攀
枝花军分区党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五次全
会要求，总结2022年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任
务。市委书记、攀枝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
正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军区党委九届十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表彰了2022年先进集体和个
人，听取了各县（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党管
武装工作述职。

张正红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和攀枝花军分区
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
驻攀部队广大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致以新春的问候。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干部群

众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全
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市经济呈现大盘稳、位次
升、质量好的良好态势，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
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
奋斗、实干拼搏的结果，也饱含着军分区部队和
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一年来，军
分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 (下转3版)

新春慰问送祝福 关怀情深暖人心
李仁杰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确保全市人民平安祥和过节
虞平开展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工作 李仁杰参加慰问

因采编系统和印刷设备
进行全面维护，《攀枝花日报》
1月22日至1月27日（正月初
一至正月初六）休刊，1月28日

（正月初七）恢复正常出报。
期间，“非钒钛度”新闻客户
端、攀枝花日报新浪官方微
博、“攀枝花开”微信公众号、

“攀枝花开”抖音号等新媒体
平台正常推送，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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