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 ●邮编：561000 ●广告热线：38181818 订报热线：38118969 ●值班总编：王瑜 值班主任：徐昕 本版责任编辑：徐昕 校对:侯金梅 组版:金萍

安顺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2-0029

邮发代号：65-42

ANSHUN DAILY

2019年 农历己亥年八月廿一
总第8308期 今日8版

多云 16—23℃

9月19日 星期四

掌上安顺微信号掌上安顺APP 悦读帮 顺风耳

●安顺新闻网网址：http://www.asxw.net ●投稿邮箱：asrbs@vip.163.com ●新闻热线：0851-38129899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
决胜关键阶段，从今日起,本报重
点推出“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坚
决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专
栏,深入宣传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
部署，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市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显著
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和动员广
大干部群众一鼓作气、迎难而上，
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段斌) 9月 17日，市委
副书记吴刚平率队到西秀区双堡镇大坝
村，调研贵州省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安顺金刺梨”庆丰收·献礼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活动筹备情况。副市长王成刚参
加调研。

当天，吴刚平一行详细查看了会场布
置、环境整治及沿线交通运行等情况，与各
筹备工作组负责同志座谈，了解此次活动筹
备工作的总体进度，并就抓好筹备工作进行
现场调度。

吴刚平指出，办好此次“中国农民丰收
节”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重要论述的有力举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具体行动。要按照“农民主体、因地制
宜、节俭热烈、开放搞活”的原则，突出活动
主题、统筹节目元素，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
讲好农民丰收好故事，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献礼。

吴刚平要求，各筹备工作组要深刻认
识到办好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各司其职、
通力协作，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要突出活动主题，以“安
顺金刺梨”庆丰收系列活动为主题，展示农
民的劳动收获，展示农民的伟大创造力，展
示我市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的成
效；要加强活动统筹，做好组织动员，层层
压实责任，有效整合各县区资源，精心举办
农产品采购、民俗演出、特色农产品展示等
各类特色活动；要按期落实工作，紧盯时间
节点、细化工作方案，全力抓好水电通讯、
交通环境、卫生食品、接待后勤等服务保障
工作，确保活动稳步推进；要确保成果显
现，做好与上级部门和主流媒体的沟通对
接，集中展示出新时代安顺农民和干部群
众的良好精神面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把此次“中国农民丰收节”办成一次团结的
盛会、丰收的盛会。

本报讯（记者 王兰） 9月18日，市政
协主席杨华昌带队检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筹备情况。市政协副
主席周涛、胡震，市政协秘书长李宏参加。

此次书画展由安顺市政协主办，安顺市
政协书画院、安顺市美术家协会等单位承
办，主题为“丹青报党恩 共祝祖国好”，活动
将展出书画作品100余件。

杨华昌一行来到书画展主会场，实地查
看了展厅布置、展品收集、氛围营造、服务保
障等筹备工作情况。

杨华昌指出，此次书画展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取
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示我市当代书画艺术
成果。各有关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以精益
求精的态度，全力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中去。
要强化统筹调度，明确职责任务，加大沟通协
作，加快工期进度，确保书画展如期顺利举
行。要注重书画展的品质和细节，高标准、高
要求、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同时做好宣传工
作，以良好的氛围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
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

新华社郑州9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
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
作，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部地区崛起中
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到处生机盎然。9
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陪
同下，先后来到信阳、郑州等地，深入革命老区、农村、企业等，就
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
调研。

大别山区的信阳市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16日
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
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在纪念碑
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深情缅怀为革命胜利
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在纪念堂内，习近平听取革命烈士
事迹介绍，高度评价他们的贡献。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
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
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
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接着，习近平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
苏区的革命历史。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
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博
物馆展陈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习近平驻足察看，不时同大家
交流，追忆峥嵘岁月。习近平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
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
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来到博物馆内院，会见了当地红军后
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习近平动情地

说，今天我特地来看望大家，向大家和所有苏区红军后代、革命
烈士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
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
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做好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障

好老区群众生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
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
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
美好生活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70年了，老区人民生活怎么样？带着这份牵
挂，习近平乘车来到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考察调研。这是一个
别具特色的传统村落，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中原文化、楚文化、
徽派文化在此交相辉映。近年来，村里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发展
起20多家创客小店，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习近平沿着村间小
路，走进一家家创客小店，询问手工艺品销路、民宿入住率、小卖
部经营等状况。他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

在“老家寒舍”民宿店，习近平仔细察看服务设施，同店主韩
光莹一家围坐在一起交谈。韩光莹告诉总书记，他是红军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近年来靠乡村旅游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乡亲们发
展民宿走上致富路。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他指出，依托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
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离开村庄时，乡亲们和游客们聚拢在村口，高声欢呼“总书
记好！”“习主席好！”习近平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看到人群
中的小学生们，总书记高兴地走上前握握他们的小手、拍拍他们
的脸颊，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全面发展。

信阳市光山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中央办公
厅定点扶贫县。17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
茶园考察调研。在油茶园展厅，习近平仔细了解光山县发展油
茶产业、推动脱贫整体情况。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油茶园绿意更
浓。习近平同正在劳作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实地察看油茶
树种植和挂果情况，询问乡亲们家庭、务工和收入情况。大家告
诉总书记，近年来，通过发展油茶种植加工产业，贫困户摆脱了
贫困，村民过上了好日子。习近平强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
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
态环境，一举多得。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向市场，推广“公司+
农户”模式，建立利益联动机制，让各方共同受益。要坚持走绿
色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把油茶业做优做大，努
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 （下转2版）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将农村产业革命向纵深推进将农村产业革命向纵深推进

杨华昌带队检查书画作品展筹备情况

吴刚平调研“农民丰收节”筹备情况

27年前，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
挂牌成立。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开
区是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
革试验区的前沿阵地；进入新时代，
是充满魅力、活力和创新力的新兴城
区。一路栉风沐雨，经开区始终在改
革发展的大潮中踏浪前行，阔步走出
一条勇立潮头、抢抓机遇、转型升级

的发展之路。

黔中崛起新兴城黔中崛起新兴城

走进经开区，一座座高楼拔地而
起，多彩万象旅游城、澳维天下乐城、
亿丰国际汽车物流园、万邦建材市场
等一大批商业综合体投入运营。在
这片热土，“三线”精神在此延续，经

济齿轮在此运转，工业脉搏在此跳
动，文化气质在此沉淀。一幅幅明丽
精美的照片勾勒出经开区的旖旎风
光，反映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一组组详实的
数据显示着这片土地27年中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下转2版）

经开区：

创新笃行走新路 勇立潮头敢当先
□本报记者 唐琪 刘念

平坝：

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路
□本报记者 陈婷婷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这是原味豆腐乳，我们和平坝的
万佳达成长期合作，每个月都从那里
进货来卖，‘老嬢嬢’还是挺受欢迎的，
经常有游客从酒店离开时顺便带一两
瓶走。”在青岛市府新大厦的安顺特产
店，负责人宋颖告诉记者。

而在青岛即墨古城的贵州特产店
里，游客流连一周，挑挑蜡染布艺、看
看特色小吃，最后拿着一瓶辣椒说道：

“以前只知道贵州的老干妈，这个看着
挺好，不知道味道怎样？”

“这是贵州安顺的特色农产品，味
道口感也很不错……”在贵州特产店

负责人张旭的介绍下，一个个游客将
“老嬢嬢”产品打包带走。

万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郑汝忠介绍，在青岛，公司通过东西部
协作把商品销售到各大超市和特产

店。此外，产品在广东、江浙地区、福
建等地的销售也很火热。

火热的市场源于产品独特的品质
和兴旺的生产。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9月17日至18日，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
市委书记、市长、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陈训华发言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奋力续写新时代富美安顺
改革发展新篇章共同奋斗。

省委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潘立德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主席杨华昌，市委副书记吴刚
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法院
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逐一作了发言，紧扣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联系各自实际，谈认识、说体会，找问题、明
方向。大家一致认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
托守初心、感恩奋进担使命，切实推动中央、省委、市委的各项
决策部署在安顺落地见效。 （下转2版）

陈训华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上强调

守初心担使命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
奋力续写新时代富美安顺改革发展新篇章

潘立德讲话 赵贡桥杨华昌吴刚平等发言

（
第
六
版
）

（
第
五
版
）

9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郑州考察。这是习近平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同工人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