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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 天 多 云 有

时阴，早晨局部有
雾，东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
度 10℃ ，明 晨 最
低温度3℃。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即将迎来农历己亥年。今

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叙友情、话
国是，辞旧岁、迎新春，感到格外高兴。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
大家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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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新春愉快！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过去的一
年，我们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跨过许
多沟沟坎坎，越过不少激流险滩，很辛
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有收获。我

国经济稳中有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三大攻坚战有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继
续深化，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篇，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良好开
局。特别是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发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动员令，凝聚起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
强大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

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信和勇
气，更加坚定、更加昂扬地走在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广阔道路上！

我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人民是
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
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
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同志们、朋友们！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总会

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今年，我们将迎
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的征程上，会
有新的发展机遇，也会有新的风险挑

战。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继
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
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
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下转A4版）

（2019年2月3日）

习近平

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昨天，市委书记汪泉、

市长丁纯分别带队督查春节前安全
生产和保畅通、保供应情况，要求各
地各部门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各项保
障工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春节。

汪泉一行首先来到江南环球
港，详细察看游乐设备检修和消防
安全管理情况。目前，环球港内共
有经营商户304家，覆盖文化旅游、
娱乐演艺、运动休闲、美食购物和主
题酒店等，春节期间将迎来客流高
峰。汪泉要求管理方切实增强安全
生产意识，在积极吸引客流、扩大生
产经营的同时，抓好安全生产管理，
健全制度并执行到位，尤其要加强
人流的管控和引导，及时做好电梯、
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检修，保持消
防设施完好、通道畅通，并加强人员
教育。

春运进入客流最高峰。在高铁
常州北站，客流较往常明显增加，但
仍保持秩序井然。汪泉在察看安检
通道、候车大厅后指出，车站工作人
员要在春运期间尤其是春节期间严
守安全底线，加强巡查，消除隐患，

确保安全生产各项设备到位、人员到
位、意识到位、工作到位，保障群众出
行安全，同时要加强服务，让每一位旅
客都能走了、走好。

“舌尖上的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
事之一。汪泉一行先后来到红梅乳业
有限公司和凌家塘市场，要求以对全
市百姓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把食品安全
关，每一个环节都严格保证食品质量，
确保群众吃得放心。

督查中，汪泉向节日期间加班加
点奋战在一线的各行各业工作者表示
感谢，并送上新春的慰问，勉励大家用
辛勤的汗水浇灌好常州幸福树，让全
市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市领导周斌、方国强参加督查。
节日期间，通用自来水公司建立

了24小时应急抢修队伍，人员、车辆、
材料、机械等准备工作均已到位；港华
燃气公司的热线、调度、应急处置将
24 小时值守，民用服务、工商服务正
常值班；供电公司加强抢修力量，共设
置 36 个抢修点，常驻抢修人员 580 余
人。丁纯一行在督查中要求相关单位
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稳定
供应、安全服务。 （下转A4版）

汪泉、丁纯分别带队督查

保安全 保畅通 保供应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汪
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市委办公
室机关党委第一支部专题学习会。汪
泉希望大家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当表率、做示范，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推动开
展违规吃喝和烟（卡）问题两个专项整
治中当模范、做榜样。

汪泉曾多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专题学习
会。在昨天的专题学习会上，大家首

先集中学习了十九届中纪委三次会议、
十三届省纪委四次会议和十二届市纪委
四次会议精神，以及《关于开展违规吃喝
问题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烟

（卡）问题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支部

成员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
习心得和体会。汪泉边听边记，不时与
大家讨论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围绕学习中央和省、市纪委全会精
神，汪泉在发言中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武装，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 （下转A4版）

市委书记汪泉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所在党支部专题学习会

本月2日，受助人员在救助站里吃年夜饭。
市救助管理站每年都为流浪乞讨人员准备年夜饭，除了招待站内的滞留人

员，还把长期露宿的其他流浪人员接到站里过春节。 朱雅萍 胡平图文报道救助站里过春节

本报讯 历时 3 个月筹备，首届常州
市青少年艺术成果汇演 1 月 30 日在现代
传媒中心金色大厅举行。这是我市青少年
艺术协会成立3年来首次以汇演形式进行
成果展示。

演出以“幸福树下·美育童心”为主题，
分上半场《诗·润童心》《画·展童趣》《乐·舞
童真》《花·开童年》4 个篇章和下半场 12
个音舞节目两大部分，近400人次参演。

（王建湘 周茜）

我市举行首届
青少年艺术成果汇演

本报讯 自本月1日起，常州机场在航
班餐食中加入饺子、元宵、腊肠、腊肉、元宝
油酥等特色性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春节黄金周期间（2 月 4 日-2 月 10
日），常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 7.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4.8%；预计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600架次，同比增长33%，其中国际（地区）
航班预计运送旅客 1.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3%。 (机场宣 宋婧)

常州机场春节黄金周——

航班餐食变花样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常州西藏民族中
学在金珠峰艺体馆内举办藏历土猪新年庆
典活动。800 余名汉藏师生、家长和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庆祝新年到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张屹、副市长陈正春、市政
协副主席张耀钢参加活动。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成立于1985年，是
江苏重点教育援藏单位，至今已培养近
3300名毕业生。 （尤佳 徐俊 曹奕）

共迎藏历新年

本报讯 记者 2 日从市社保中心获
悉，明天是春节，全市（含市本级、溧阳市、
金坛区和武进区）社保经办机构提前启动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2
月份养老金提前至 2 月 2 日起陆续发放，
昨天起退休人员已可到养老金发放银行的
任一网点领取。

3月份将恢复为正常时间发放。（韩晖）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本月提前发放

本报讯 日前，在溧阳市南渡
镇政府会场，市委统战部、市民宗
局、市工商联、市光彩会举行少数民
族困难家庭脱贫奔小康光彩基金集
中发放仪式，为一批少数民族困难
家庭送上慰问金、慰问品。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韩九云和副市长陈正
春出席活动。

全市少数民族困难家庭脱贫奔
小康光彩基金 2018 年度募集 100

万元，主要从助学、助医、助经济发展、
助突发困难、助改善生活条件 5 个方
面帮助少数民族困难家庭。

同日，韩九云带队赴溧阳别桥镇
小石桥村开展阳光扶贫活动，走访了
解扶贫项目进展情况并慰问贫困户。

市委统战部近年来多措并举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解
决该村防洪排涝问题；通过光伏电站
建设， （下转A4版）

“暖冬行动”再次举行

光彩事业帮扶少数民族困难群众

本报讯 首届“中瑞企业创新
大会”日前在苏黎世举行。副市长
陈正春率我市代表团出访瑞士和德
国，并应邀出席“中瑞企业创新大
会”，常州高新区在创新大会上与 3
家瑞士企业签约发展项目。

首届“中瑞企业创新大会”是落

实两国元首共识、丰富中瑞创新战
略伙伴关系内涵和构建中瑞高水平
创新合作平台的重要举措。陈正春
在创新大会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常
州对外开放取得的重大成绩，以及
今后一段时间常州与瑞士在技术创
新方面的合作计划，并向参会企业

家发出真挚邀请，希望有更多的瑞士
创新企业落户常州，融入常州。

通 过欣赏常州最新的宣传视频
资料，来宾们纷纷表示对常州有浓厚
兴趣。

大会上，常州国家高新区与 3 家
瑞士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下转A4版）

我市代表团赴瑞士德国
推介合作领域和项目

“谢谢你们，这下可以过个干净
清爽的年了！”95 岁老人奚红梅日
前紧紧握着“巧媳妇志愿者服务队”
志愿者严琴芳的手说。

奚红梅是茶山街道勤丰村委杨
家村村民，育有二子，留在身边的小

儿子半年前不幸遭遇车祸，至今生
活不能自理。杨家花园“党群微家”
站点负责人严琴芳得知这一情况
后，与党员志愿者一起上门为老人
打扫卫生、张贴春联，并送上暖心是
年货。

2016 年下半年，勤丰村委率先
在天宁区推出“党群微家”自然村党
群服务站，至今已建成朱家村、城巷
村、杨家花园、勤丰花园4个服务站，
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100米”。

1 月 28 日上午，记者走进杨家花
园“党群微家”，10 多名老人正围聚在
一起看电视。这个35平方米的“党群
微家”，里面有会议桌、党建墙、图书
柜、报刊架，还放置了电视机、饮水机
等家电。村党总支副书记杨建新告诉
记者，“党群微家”是勤丰村针对老年
党员多、挂靠党员多的现状，积极实施
的党建“1+N”党员微引领活动。“以往
党支部开展活动受场地局限，只能到
村委活动中心， （下转A4版）

勤丰村的“党群微家”

本报讯 市城管部门本月 1 日
发布今年第 3 号花情预报，梅花正
在逐步开放。

在红梅公园，不少梅花已吐蕊
绽放。其中，开得最盛的一株宫粉，
位于红梅阁西侧梅林内，开花率已
达50%左右。

梅花被称为“东风第一枝”。枝
头有含苞待放、有露蕊吐芬时，为最
佳观赏期。

目前，金黄色的迎春花也已绽放。
（戚娴馨 徐蘅 秋冰图文报道）

迎春花绽放

今年第3号花情预报：

梅花渐渐开

本报于 2 月 5 日（年初一）
至 10 日（年初六）休刊 6 天，11
日起正常出版。

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常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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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启

红梅公园一株梅花已开。 王锐 摄

迎春花绽放。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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