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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
春。在癸卯春节即将来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 1月 18日上
午在首都北京采取视频连线方
式，亲切看望慰问全国 6 个地
方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
新春的美好祝福，向各行各业
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
温暖。

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福
利院的老年朋友、能源保供企
业的员工、高铁站的干部职工、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
众、乡村基层的干部群众……
大家聆听着总书记殷切的嘱
托、美好的祝福，倍感振奋、深
受鼓舞。

新华社记者回访了同总书
记视频连线的基层干部群众，
深深感受到总书记的心同全国
各族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总书
记的深切关怀、深情厚望，温暖
着每一位逐梦前行的中华儿
女。

疫情防控：“曙光就在前
头，坚持就是胜利”

数九寒天，哈尔滨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 20多摄氏度，黑龙
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群力院区内车来车往，各
个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视频连线，同这里的医护
人员、住院患者亲切交流。

“总书记始终牵挂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关心新
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恢复情况。
虽然隔着屏幕，但我们能真切
地感受到总书记的关怀，这让
我们非常感动。”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于凯江
说，我们会把总书记的慰问转
化成工作的动力，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迎接春暖花开的时刻。

视频连线时，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玲正在病房
内查房。“总书记详细询问了患
者的病情，对恢复情况非常关
心，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这份温
暖和关怀。正如总书记所说，
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
利！”张春玲说。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医院迅速整合医疗资源向
一线救治倾斜，全力以赴救治
急危重症患者。在医护人员精
心照料下，83岁的患者齐永祥

身体恢复良好。
“总书记对我的康复情况

十分关心，问我恢复得怎么样、
能不能回家过年，太暖心了。
我一定坚定信心，好好康复，争
取早日出院，和家人过个团圆
年。”齐永祥老人高兴地说。

尊老爱老：“让老年朋友过
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春节将至，绿树掩映的福
建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内张灯结
彩，老年人手工制作的“兔”形
工艺品、大红的“福”字、金鱼饰
品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喜庆
祥和的节日气氛。

“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年人
在福利院过年的准备情况。”福
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甘蔚铭
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水
果、粮油、休闲食品等年货，年
夜饭的筹备这两天也已经启
动，对春节期间福利院内的环
境也做了布置，增添浓浓的年
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让老年
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们一
定牢记在心、全力以赴！”

“总书记和我们拉家常、话
民生，老同志的心都暖暖的。”
81岁的刘小兰老人说，“总书记
特别关心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我们在福利院生活丰富多
彩，每周定时都有社工组织跳
养生操、制作手工艺品、看电
影、下棋等，老年人聚在一起自
得其乐，请总书记放心！”

春节期间人员往来频繁，
总书记特别关心老年人的疫情
防控情况。

“院里目前有护理人员 72
名，随时跟踪各自负责的老年
人身体状况，清热解毒药、急救
设备、N95 口罩等应急防疫物
资充足，与定点医院的联动机
制顺畅。”福利院护理部主任陈
晓君说，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以严于其他场所的
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措施，严
防发生聚集性疫情，让老年朋
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
节。

能源保供：“守住民生用能
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
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
集气区，张灯结彩，年味十足。
滚滚气流在管道中轰隆作响、

一路东行，温暖沿线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

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要
求我们守住民生用能底线，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轮南油气储
运中心党总支书记常桂川说，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定不辱
使命，全力增产保供。”

回想起同总书记交流的场
景，轮南油气储运中心主任周
卫军倍感振奋：“聆听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我们更有信心、更
有力量、更有干劲了！我们会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站好岗、供
好气，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入冬以来，每天超 7000万
立方米的天然气从这里源源不
断供应给下游城市，变成居民
家灶台上、工厂锅炉内跳跃的
火苗。春节临近，石油工人们
顶风冒雪，仍然坚守在生产一
线。

“总书记十分关心基层一
线干部职工，询问我们节日期
间能否轮休、在外过年年货准
备情况，我们的点滴小事都被
总书记放在心头，心中暖暖
的。”虽然已是零下 20 多摄氏
度的寒天，参加工作两年多的
计量工程师田美霞却感到暖意
融融，“在今后工作中，我会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让青春之花
在戈壁沙漠绚丽绽放。”

春运出行：“提升保通保畅
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
出行”

处于河南“米”字形高铁网
关键节点的郑州东站，日夜忙
碌不停。站台上，大红灯笼高
高挂起，喜庆的中国结随风摆
动，耀眼的“福”字点缀出浓浓
年味。

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面容，已在铁路
系统工作 32 年的郑州东站站
长王留强激动不已：“总书记非
常关心今年春运情况，问得很
详细，强调要提升保通保畅能
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
行。今年春运的人气又回来
了，我们从运力安排、运营安
全、疫情防控、组织保障等方面
已做好精心准备，有信心让广
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作为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后的第一个春运，郑州东站客

流量大幅增加，连日来日均客
流量保持在12万人以上。

“总书记对春运防疫措施
落实情况非常关心。”郑州东站
客运值班员张华说，“工作人员
在进站口、服务台准备了防疫
用品，在候车厅设置医疗服务
点，车站内和列车上的公共区
域定时定点消毒，请总书记放
心，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确保
旅客出行平安。”

“总书记好！总书记新年
快乐！”当返乡旅客马凌和其他
月台上的旅客通过屏幕看见习
近平总书记，纷纷赶到镜头前，
向总书记问好。

已经两个春节没有回家的
马凌说：“收到总书记的新春祝
福，让我的返乡旅程更兴奋、更
开心、更幸福！”

市场供应：“‘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
户”

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一片热火朝天。
玉田白菜、章丘大葱、孟定圆
茄……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
菜堆满货箱，码得足有两米多
高。叫卖声、攀谈声混杂着隆
隆驶过的货车声，不绝于耳。

“这几天市场运行情况怎么
样”“今年商户的买卖怎么样”

“今年批发价格怎么样”……习
近平总书记问得非常仔细。他
指出，“菜篮子”、“米袋子”、“果
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
本的民生。

“总书记的关心和鼓励，一
字一句都说到了我们心坎上，
让我感到起早贪黑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商户毛勇习说，“春节
的脚步越来越近，家家户户对
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也
要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供应不
掉链子，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得
好、吃得健康、吃得实惠。”

过年过节，安全不能忘。
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交
流，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
事长张玉玺感触很深：“总书
记既深入了解了市场交易情
况，也对我们拓展货源、丰富
品种、保证质量提出了要求，
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指明
了方向。”

目前，新发地市场日均进
出货车约 3800 辆，人流量、车
流量分别达到约 6万人次、2万

车次。“防控不放松、保供不打
烊。”张玉玺说，“春节期间，我
也将与 2000 多位留守商户一
起，确保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
数量充足、品种丰富、质量放
心、价格稳定，为人民群众开开
心心、安安心心过大年贡献自
己的力量。”

乡村振兴：“一起迈向共同
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

远处青山连绵，近处树木
苍翠。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石椅村文化广场上一串串
灯笼点靓羌寨，一条条羌红随
风飘扬。

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视
频连线时的场景，石椅村党支
部书记陈爱军难掩兴奋：“习近
平总书记的勉励和祝福，是羌
山儿女在兔年新春到来之际收
获的最美好、最感动、最珍贵的
新年礼物。”

石椅村又称石椅羌寨，羌
族人口占比 60%，这里保存着
传统羌寨碉楼等建筑，沿袭羌
族传统生活方式。近年来，通
过结合羌民俗体验、水果采摘、
茶文化研学等旅游项目，石椅
村蹚出一条文旅兴村之路。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
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
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
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
更大成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
生活越过越红火。”习近平总书
记的“点赞”，令当地村民充满
了干劲。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羌
族小伙邵川情不自禁吹起了羌
笛：“这支悠扬的乐曲就是我内
心最真实的感受，幸福而美
好。村里的乡村旅游越办越兴
旺，今后我不打算去外面打工
了，就在村子里好好干。”

温馨鼓舞，传递着直抵人
心的温暖；殷切期望，凝聚起奋
进不息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部署了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今年是
贯彻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谆谆
嘱托，扎实工作，把特色产业发
展得更好，让老百姓收入更高、
日子越过越好，用实干实绩回
报党中央和总书记的关怀厚
爱。”陈爱军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回访

（上接第一版）但传播更快、传
染性更强，对老年人风险很大，
我特别关心关注老年朋友。老
年人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对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人
员防护和健康管理的措施，要
严于其他场所，严防发生聚集
性疫情。养老院、福利院等要
加强与医疗机构的配合，推进
疫苗接种，完善防控和救治机
制，确保重症患者及时得到救
治。习近平指出，尊老爱老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
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
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
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
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
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
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
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
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
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
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的中石油塔里木油田是我国陆
上第三大油气田，也是我国“西
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为南疆
和下游沿线 15 个省区市民生
用气提供保障。习近平同塔里
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储运中心
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连
线。节日期间大家能轮休吗？
你们在外过年，年货都准备好
了吗？春节期间，你们如何抓
安全生产、确保平稳供气？习
近平问得仔细，现场员工一一
作答。总书记叮嘱他们站好
岗、供好气，保障人民群众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习近平
强调，能源安全关系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是最重要的安
全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冬
季用能高峰期。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全国“一盘棋”，精心组织
调度，全力做好煤电油气保供
稳价工作，做好应对极端寒潮
天气的准备，守住民生用能底
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中央
企业是能源保供的“顶梁柱”，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多措并举全
力增产保供，确保经济社会发
展用能需求。

郑州东站是我国最大的高
铁站之一，今年春运期间预计
旅客发送量 337万人。习近平
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铁路客
运干部职工。在东站一站台，
郑州东站站长汇报车站春运总
体情况。习近平又详细询问车
站现在每天的客流量是多少？
防疫措施落实得怎么样？春运
治安采取了哪些措施？嘱咐他
们精心组织调度，严守安全底
线，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出行。
月台上的旅客看见总书记，争
相赶到镜头前，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亲切询问他们是回
家过年还是外出旅游，叮嘱他
们注意旅途安全。习近平指
出，春运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一件大事。今年春运是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
春运，客流量大幅回升。交通
运输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要求，提升保通保畅能力，确
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确
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要
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对极端恶
劣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深入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遏
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加
强对出行相对集中的务工流、
学生流的服务引导，确保他们
节前安全返乡、节后顺利返岗
返校。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规

定，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几
率，保障旅客身体健康。习近
平强调，长期以来，交通运输系
统的干部职工埋头苦干，担当
奉献，功不可没。春节期间，许
多同志要坚守岗位。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交通运输系统的
广大干部职工致以新春的祝
福，并祝广大旅客旅途顺利。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
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果盘
子”。习近平通过视频亲切看
望慰问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
采购年货的群众。在蔬菜一区
露天交易区，商户和现场的群
众热烈鼓掌，向总书记问好。
听完市场负责人介绍保供和物
流情况后，习近平仔细询问这
几天市场运行情况怎么样、今
年商户的买卖怎么样、今年批
发价格怎么样。得知菜价保持
平稳、种类充足齐全，习近平十
分欣慰。他指出，民以食为
天。“菜篮子”、“米袋子”、“果盘
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
的民生。过年过节，安全不能
忘。批发市场既要在拓展货
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上下功
夫，也要在加强食品检测和市
场管理上下功夫，让首都市民
吃得放心、吃得舒心。农贸市
场人流物流密集，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场所，要适度调控人流
物流，加强疫情监测检测，搞好
市场环境卫生，尽最大努力降
低疫情风险。习近平强调，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好“米袋
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加强粮油肉蛋奶果蔬
菌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
供，畅通物流配送，丰富节日市
场供应，确保数量充足、品种丰
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让人
民群众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过
大年。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石椅村是汶川地震灾后重
建村，如今已成为全国文明
村。这里山清水秀、云雾缭绕，
被誉为“云朵上的山寨”，枇杷、
苔子茶等特色农产品发展很
好，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乡村旅
游很旺，各族群众和谐相处，一
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屏幕
上，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羌族
群众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习近平
通过视频连线向乡亲们、游客
们拜年，向全国广大农民朋友，
向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同志
们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习近
平同村干部、游客就村里收入
怎么样、春节来村里旅游的人
多不多等问题一一交流。村民
们告诉总书记，靠着优美的自
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石椅
村的农产品和农家乐旅游越来
越红火，并热情邀请总书记来
村里做客。习近平高兴地说，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
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
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
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
过越红火。习近平强调，疫情
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我最担
心的是农村和广大农民朋友。
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薄弱，防控
难度大、任务重。要坚持像脱
贫攻坚那样，“五级书记”抓农
村防控，县乡村三级尤其要承
担起属地责任，强化返乡务工
人员和大中专学生防疫服务，
加强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
群医疗保障，最大程度维护好
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确保群众平安过年。

随后，在各地基层干部群
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习

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
调，“每逢佳节倍思亲”。新春
佳节，我更牵挂基层的干部群
众。往年这个时候，我都要到
基层走一走，同大家拉拉家常，
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困难，听听
大家新年有哪些打算，分享大
家迎接新春的喜悦。今年采取
视频连线的方式，看的地方更
多，东西南北中都有，虽然隔着
屏幕，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全国
各地浓浓的年味，感受到大家
的幸福和喜悦，我的心同大家、
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始终是连
在一起的！在此，我代表党中
央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向
仍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同
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除夕和春节，
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万家
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都能
欢欢喜喜过好年。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切实保障节日期间供电
供气供暖，抓好“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特别是要落实好新阶
段疫情防控各项举措，防范各
种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确保
全国各族人民过一个欢乐喜
庆、安定祥和的春节。

习近平强调，过去的一年
很不平凡也很不容易，我们一
起努力，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
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成
绩。大家都作出了贡献，每个
人都了不起。新的一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希望大家坚定信
心、抖擞精神，齐心协力加油
干，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作为、
更大收获！

刘国中、孙春兰、何立峰及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陪同看望慰问。

一、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
（30个）

东丰县农业农村局
东丰县南屯基镇
东丰县杨木林镇四合村
东丰县大兴镇福利村
东丰县二龙山乡永合村
吉林慧谷食品有限公司（中

国·东丰松籽产业园）
东丰县佰晟源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
东辽县农业农村局
东辽县辽河源镇
东辽县安恕镇
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
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
东辽县渭津镇大榆村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中科院辽河源农业生态研究

与示范基地
龙山区寿山镇
龙山区寿山镇永治村
西安区乡村振兴局
西安区灯塔镇
市委组织部
市公安局
市水利局
市农业科学院
市乡村振兴局
市林业局
市气象局
市妇联
建设银行辽源分行
吉林银行辽源分行
辽源农村商业银行

二、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
（60名）

史益锋 东丰县大阳镇党委
书记

于子霆 东丰县二龙山乡党
委书记

王 深 东丰县大兴镇镇长
舒国梁 东丰县委农办副主

任
张晓菊 东丰县小四平镇双

山堡村党支部书记
姜振东 东丰县东丰镇九胜

村党支部书记
于廉成 东丰县那丹伯镇十

八道村党支部书记
杨文涛 东丰县黄河镇中育

村党支部书记
刘 洋 东丰农牧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德义 东丰县一六八凤阳

家庭农场农场主
郭慧永 吉林省国兴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经理
朱永辉 东丰县文福种鹿场

场长
王耀东 东辽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
李 立 东辽县林业局局长
宋富满 东辽县水利局局长
韩兆峰 东辽县乡村振兴局

产业指导科科长
于 华 东辽县华宇家庭农

场负责人
张 彬 东辽县金州乡双福

村党支部书记
王 鲁 吉林省吉米飘香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国成 吉林省诚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立军 东辽县辽河源中德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利 辽源市隆祥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德林 东辽县溪德农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 彬 吉林省仙露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岩锋 龙山区副区长
石艳春 龙山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
王鹏涛 龙山区工农乡党委

书记
李宝生 龙山区寿山镇忠诚

村党支部副书记
曲景芳 龙山区工农乡向阳

村党支部书记
杨 涛 西安区东山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
张春英 西安区灯塔镇碾山

村党支部书记
张井春 西安区灯塔镇新力

村党支部书记
刘彦斌 西安区灯塔镇东孟

村党总支书记
陈炜达 吉林省东霖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振峰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局长
孙丽娜 市委办（市档案局）

档案科科长
王海波 市政府办秘书科科

长
曲成伟 市人大农业农村工

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剑英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李学峰 市纪委监委驻市委

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齐立平 市人民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主任
于学强 市委统战部办公室

主任
曹晓宇 市委政研室调研科

科长
李及肃 辽源日报社农村部

主任
邹晓华 市发改委农经和城

镇化发展科科长
聂双羽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科长
杨晨光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
王洪儒 市财政局农业农村

科科长
李永强 市人社局农民工维

权中心负责人
张竞时 市自然资源局空间

规划科科长
段玲娟 市生态环境局自然

生态土壤环境科科长
崔晓旭 市交通运输局农村

公路科副科长
程跃辉 市水利局水利综合

管理科负责人
李显鹏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

业管理局）防疫药政科科长
曾 宇 市文旅局产业发展

科负责人
刘志强 市卫健委基层科科

长
杨志勇 市乡村振兴局副局

长
韩立君 市林业局生态保护

修复科科长
李丹峰 市供销社联合社合

作指导科副科长
杨 铭 市广播电视台新闻

播音员

辽源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

根据《吉林省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管理实施细则》和《吉林省评比
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 2022
年度市、县两级评比达标表彰申报
设立项目审批意见的复函》（吉评
组发〔2022〕4号）要求，经过县（区）
和市直部门推荐、市评选办初审、
评选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了30个辽
源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60名
辽源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拟
表彰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
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
象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 1月 20日至 2023年 1月 31日（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对拟表
彰对象有异议，请于2023年1月31
日前通过电话或信函等方式进行
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
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辽源市龙山区西宁
大路1420号市委农办秘书科

邮编：136200
联系电话：0437-3297022
辽源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小组
办公室

2023年1月20日

关于辽源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温馨
提示

广大市民朋友们：
市医疗保障局给大家拜年啦！祝愿大家新春快乐、幸福安

康！在此，温馨提示您，我省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预缴期延
长至2023年2月28日，请大家及时参保缴费，以免影响就医看病。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