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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2月6日电（记者 李宣良）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4日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
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
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
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和新春祝福。

立春时节，贵州大地山青水碧。上午
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师，
首先到场站医院了解部队疫情防控和支援
地方防疫情况。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我军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在疫情
防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
献。当前，国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疫
情防控工作依然繁重，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
流动和聚集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加。要毫
不放松抓好部队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支援
地方抗击疫情准备，巩固和发展我国疫情防
控良好态势。

在外场机棚，习近平听取师基本情况
和主战装备情况介绍。某型特种机是空中
信息作战的重要装备，习近平登上该飞机，
进入任务舱察看任务系统，了解特种机工
作流程和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强调，现
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
关键。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

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
战斗力加速提升。

习近平对官兵学习生活很关心，专门到
某飞行大队空勤楼察看有关情况。在飞行准
备室，大队正在组织新飞行员进行飞行技术
研究。看到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向
习主席敬礼问好，报告训练情况。习近平指
出，对部队来说，抓好军事训练非常重要。要
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结合
空军部队实际，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
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随后，习近平来到空勤楼走廊，察看春
节前有关文体活动设施准备情况，了解部队
统筹疫情防控和节日生活有关安排。得知
部队准备了微视频到前线、送春联、球类比
赛等多种形式的趣味活动，习近平称赞活动
有兵味、有特色，叮嘱各级要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合理安排节日有关活动，让官兵
在部队过好年。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全师
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强调，今
年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认真贯彻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习近平最后表示，春节期间，全军部队要
加强战备值班，守卫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
安宁。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把官兵

节日期间生活安排好，让大家过一个喜庆祥
和、欢乐安全的春节。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致电第34
届非洲联盟峰会，向非洲国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祝
愿非洲国家和人民在联合自强、发展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取得
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2020年是中非关系令人难忘的一年。中非
双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共克时艰，中非团结抗

疫特别峰会成功举办，中非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方共同维护
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向全世界展现了中非关系的
高水平。今年，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预定在塞内加尔举
行。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凝聚战略共识，推进抗疫合作，全面落
实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造福中非人民。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根据
中央做好春节慰问工作的通知精
神，结合疫情防控工作总体要求，
市委、市政府日前向“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致新春慰问信，表达崇高敬意，送上
诚挚的新春祝福与慰问。

慰问信转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信中说，
值此辞旧迎新、欢庆新春之际，市委、

市政府向您及家人送上诚挚的慰问
和美好的祝福。2020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您临危受命，
怀揣“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告别家
人，一如十七年前抗击非典疫情一般
不惧艰险、逆行出征。您置身江城武
汉，深入医院、社区，会诊病患、调查
疫情、筹建方舱、调制处方，留下义胆
与英雄之城常伴。您荣获“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全市人民为您感
到骄傲和自豪！今年年初，您再次出

征，驰援燕赵，防护服上的“天津老张”
展现出人民英雄的忠诚与担当。衷心
希望您继续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贤以弘
德、术以辅仁，为天津发展和国家建设
再立新功、再添作为！
已圆满完成支援河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中医药指导工作的张伯礼院士，正
在我市隔离点进行休整观察。5日，他
收到了市委、市政府新春慰问信，并接
到了受市委、市政府委托，由市委组织
部主要负责同志打来的慰问电话，内心

倍感温暖、深受鼓舞。“尺素牵挂，纸短
情长。我深深感受到党中央的殷切关
怀，感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关爱和
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张伯礼表示，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天津疫情
防控成效持续向好。疫情面前，大家都
是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春节期间绝不
能掉以轻心，希望大家“不串门、不聚
集、少外出”。今后我将再接再厉，继续
和大家一道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斗争。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2月4日，农历小年。
早上9时32分，天津能源集团城安热电

公司的供热管家张博就和河西区祥和里供热
维修服务队队长牛合猛一起来到白云里小
区，敲开了13门一楼刘桂芬奶奶的家门。
“刘奶奶，马上过年了，我们来看看，也给

您送福字。”
“谢谢小张，屋子暖和了，我从心里热

乎。”刘奶奶接过福字，一边拉着张博的手，一
边笑着跟同行的记者说，“我这房子太老了，
前阵子寒潮时，觉着家里凉，我顺口跟居委会
网格员小刘说了，她说要帮我找个专业的人
来解决，转天这小伙子带着维修服务师傅就
来了。”
设立专职供热管家是天津能源集团依托

“社企共建”平台，实现服务关口前移、重心下
沉的有效举措。实施一年多来，该集团所属
7家供热企业通过供热管家的网格化管理、
零距离服务，化解难题、解决问题，让用户屋

暖心也暖。
“受今冬极寒天气影响，加上今年人们不

外出，都在家过年，供热压力确实很大，特别
是老旧小区、有冷山墙的楼栋和有老有小的
住户，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情况，保障室内温暖
舒适。”张博打开手机里一个个微信群，有和
社区网格员的群、有和维修员的群、有和收费
员的群……“其实我们就是巡检员和联络员，
尽管人力有限，但只要我们用心，平时多看、
多问、多聊，就能发现和解决很多问题。”张博
说，刘奶奶家的情况就是通过社区网格员了
解到的。

走出13门，对面楼墙体上一幅印有24小
时供热维修电话的红色布标格外醒目。随行的
牛合猛说：“现在通讯便捷，我们多贴些联系电
话，尽量让大家‘跑网路、不跑马路’。”
正因为看到卧室窗对面换热站挂着的布标，

港云里社区的王连萍阿姨最近也体验到了供热
管家的贴心服务。10时5分，张博和牛合猛又一
次来到王阿姨家。“我家把边儿，最冷时16℃，你
看，原来我把窗户都糊上了。” （下转第6版）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
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今年，天津港
集团迎来首月生产开门红。1月完
成货物吞吐量3922.7万吨，同比增
长11.2%；集装箱吞吐量152.2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11.5%，以“双两位
数增长”的生产佳绩，实现“十四五”
开局之年高起步。

起跑就是冲锋，全年都是决战。

充分把握天津港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的地位作用，瞄准国家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天津港集团勇当畅通
双循环的“先行官”，迎来了港口生产、
市场开发、效率提升三大开门红。

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海向
拓展“一带一路”航线网络，陆向
服务京津冀、“三北”大力发展海
铁联运； （下转第6版）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在天津学习、参赛，我的收获很
大。我希望以后留在天津发展。”在首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选手李云鹏和队友贺涛涛在
工业4.0项目中获得金牌，他也是大赛
唯一一名获得金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选手。大赛归来，李云鹏又投入到紧张
的集训中，他说：“通过比赛，日常培训
中锤炼的技能得到了检验，了解了更多
新的技术，也看到了更多提升技能的可

能性。现在我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正
在全力以参加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为
目标而努力。”
我市以实施“海河工匠”建设为抓

手，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强化
补贴引导，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搭
建高技能人才培养平台，开展大规模
职业技能培训，健全高技能人才评价
激励机制，强化职业技能竞赛引领，全
面提升技工院校办学能力，为制造业
立市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下转第6版）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空军航空兵某师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到场站医院了解部队疫情防控和支援地方防疫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到某飞行大队空勤楼飞行准备室，察看飞行技术研究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来到空勤楼走廊，察看春节前有关文体活动设施准备情况，了解部队统筹疫情防控
和节日生活有关安排。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向第34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市委市政府向张伯礼致新春慰问信

以真心换暖心
——供热管家小年工作实录

竞赛引领技能培训提速
——我市职业技能建设助力制造业立市实现“双两位数增长”

天津港集团生产开门红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远方的贵宾到苗寨，
苗家儿女喜盈盈、喜盈盈……”
乌江上游，六冲河畔，少数民

族群众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打
鼓吹笙，载歌载舞，唱起了欢快的
苗家迎客歌。幸福的笑容洋溢在
朴实的脸上，悠扬的歌声回荡在
青山绿水间。
“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早

年，也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春节
的祝福，祝愿全国各族人民身体
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牛年
吉祥！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山川
锦绣、欣欣向荣、繁荣富强！”

2月3日至5日，中华民族的
传统节日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
调研，探访苗寨化屋村，走进惠
民超市，来到基层社区，给各族
干部群众送来新年的美好祝福
和党中央的关怀慰问。

“祝你们今后的日子
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2月3日，农历立春。乌蒙山
腹地的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
化屋村，细雨绵绵，云雾缭绕。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越过
一道道山梁、绕过一道道弯，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深山大江边的苗家小
村，一排整齐有致的白色小楼映
入眼帘。

化屋村原名“化屋基”，意为
“悬崖下的村寨”。因群山阻隔、
险流环绕，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63.6%。
“以前出山要攀‘手扒岩’，吃

水要到江边背，住着茅草屋，病了
挖草药……”当地干部告诉总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脱贫政
策推动下，化屋村迎来跨越式发
展，2019年底贫困人口清零，苗
寨旧貌换新颜。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

省，毕节又是贵州脱贫攻坚的重
点市，脱贫攻坚任务很重。上世
纪80年代，在党中央亲切关怀
下，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
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多年
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着贵
州的脱贫攻坚工作，牵挂着毕节
“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
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3次就毕节试验区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在不同场合的
讲话中多次提到毕节脱贫攻坚工
作，对推动实施好《深入推进毕节
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2013—
2020年）》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来，总书记就是专程来看看
乡亲们脱贫后的实际情况。
走进苗族村民赵玉学家，习近平总书记从客厅、厨房到卫

生间，看得十分仔细。
“做饭用电，电费贵不贵？有了自来水，洗澡都有热

水吧？”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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