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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松林

岁末年初，万象更新。回望
2022年我州林业生态建设，硕果
累累：

全州森林覆盖率达 58.3%，

林业总产值达396.19亿元；强化
林业生态建设，完成营造林31万
亩、占计划数的138%；全州经济
林种植面积达524.4万亩，实现产
值124.6亿元……

透过这些数据，不难发现，我

州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决扛牢守护国家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之责，努力交出红河林
草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答卷的同
时，也为百姓带来了绿水青山的
生态红利。 下转2版

呵护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我州林业生态建设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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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广交朋
友，为动荡不安的
国 际 环 境 增 添 稳
定性。

习近平强调，这
一年的成绩来之不
易，是党和人民一道
拼出来、干出来、奋
斗出来的。实践表
明，只要党和人民始
终站在一起、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任何
风浪都动摇不了我
们的钢铁意志，任何
困难都阻挡不了我
们的铿锵步伐。

习近平指出，
2023年是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希望与
挑战并存。我们要
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更好统筹
国 内 国 际 两 个 大
局，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努力实现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顽强拼搏，
就一定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习近平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
要。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要脚踏实地，埋
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
笃实好学，尊重实际，不违背规律，不
盲目蛮干；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不
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为者常
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
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兔被称为瑞兔、玉兔，代表着机智敏
捷、纯洁善良、平静美好。吉兔呈祥，
象征中华大地愈发安宁祥和、生意盎
然、朝气蓬勃。在农历兔年，希望全国
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像动如脱兔般奋跃
而上、飞速奔跑，在各行各业竞展风
流、尽显风采。（讲话全文另发）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
志和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
部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著名专家学者
及首都各界人士代表。文艺工作者在团
拜会上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同志们，朋友们：
农历癸卯兔年春节即将到

来。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
堂，辞旧迎新，共贺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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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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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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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新征
程，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

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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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防疫仍然吃
劲，曙光就在前头，只要我们上
下同心、坚忍不拔，就一定能赢
得防疫最后胜利。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频方式检
查部队战备工作，亲切慰问有关部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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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将至，全军战备工作抓得
怎么样，习近平高度重视。下午4
时30分许，习近平同担负边海空防
和维稳处突战备任务的有关部队分
别进行视频通话。新疆军区红其拉

甫边防连执勤哨所守卫着祖国西大
门，习近平询问连队边境巡逻管控
情况，称赞他们是卫国戍边老典
型，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再立新
功。海军173编队正在执行战备巡
航任务，习近平询问编队应急处置
准备情况，叮嘱他们在海上过一个
战斗的春节，守护好祖国海疆。空
军航空兵某旅值班分队正在进行战
斗值班，习近平询问分队日常防空战
备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枕戈待旦，节
日期间更要提高警惕，维护好我国空
防安全。武警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
反恐拳头部队，官兵正在训练场上进

行训练，习近平询问部队特战技能训
练情况，叮嘱大家苦练过硬本领，当
好忠诚卫士。

同有关部队视频通话后，习近平
对部队战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强调，春节就要到了，全军部队要加强
战备值班，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完成好可能担负的抢险救灾等
急难险重任务，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
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同时，
要注意搞好统筹，把官兵节日期间的
生活安排好。

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
立、苗华、张升民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检查部队战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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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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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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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在二○二三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2023年1月20日）

习近平

●南耀平

风帆正满，征鼓声声。
这是奔向未来的崭新迈步，

这是壮阔征程的从容开篇。
从滇池之滨到洱海沿岸，从

独龙江边到乌蒙山巅，从民族村
寨到沿边口岸，融入红土高原青

山绿水间的是满载厚望的谆谆教
导，回荡云岭儿女心头的是饱含
牵挂的殷殷嘱托。4700万云南各
族人民永远铭记：2015年1月19
日至21日、2020年1月19日至
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七彩云
南，看望干部群众，擘画发展
蓝图。

乘风而上再启新征程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本报2023年1月22日至27日休刊。
红河州融媒体中心报纸编辑部休 刊 启 事

●记者 车安达 段闻润

本报讯 1月20日，州委副
书记、州长罗萍主持召开十三届
州人民政府第 23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省政府十四届一次全会
精神，分解2023年省政府工作
报告重点任务，听取红河州贯彻
落实云南省系列三年行动工作推
进情况汇报，并研究下步工作。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
划、州委“337”工作思路，聚
焦省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指标和重
点任务，紧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预期目标，围绕11个方面重点
任务、10件惠民实事具体任务，
主动担责履职，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落地见效，确保省政府下达
的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会议强调，要将2023年省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纳入重要工作事项，
按照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
清单具体化的要求，细化、量
化各项工作任务，践行项目工
作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
法，逐条逐项抓好各项任务落
实落地。要牢固树立“今天再
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
的效率意识，把保障改善民生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交出
每月、每季、半年、全年的合格
答卷。

会议强调，州级各部门、各
县市要对标对表云南省各项三年
行动明确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强
化统筹调度，细化措施举措，形
成清单式表格化管理。要持续深
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攻坚行动和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全
力打响红河效率、红河服务、红
河诚信品牌。要以树典型、抓重
点、破难题为切入点，整合力
量、集中攻坚、率先突破，抓紧
抓实各三年行动重点任务、重大
工程、重点项目落地推进，通过
试点示范、改革创新、精准施
策、精细服务等，不断推动发展
方式和路径优化完善。

会议还审议和研究了其他
事项。

●记者 程丽银 侯建宇 杨钧策

本报讯 1月20日，在农历
兔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州
委书记赵瑞君率队到泸西县，调
研督导重大项目建设、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工作，看望慰问坚守
一线的项目建设工作者和医务人
员，并通过他们向全州干部职工
和人民群众送上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

寒冬腊月，泸西县绿色低碳
示范产业园项目工地内车辆穿
梭，机器轰鸣，施工“热度”
和“速度”不减。赵瑞君一行
深入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核心
区现场，听取工程建设工期、
进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现场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
工作。

“祝大家新春快乐、吉祥如

意、万事顺心！”在项目建设指
挥部，赵瑞君对春节坚守岗位的
建设工人及其家属致以新春的祝
福和衷心感谢。他强调，省、州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低碳示范
产业园项目，项目建设使命光
荣、意义重大。希望大家扎实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坚持拼字当
头、干字为先，高标准、高质
量、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为全
州拼经济搞建设贡献力量。相关
部门要做好春节期间一线建设者
的生活、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
让大家能够充分感受到节日的氛
围和温暖。

赵瑞君一行来到泸西县中医
院，调研检查发热门诊接诊、医
疗资源统筹、急用药物供应、群
众就诊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
政府向全州医务工作者致以新春
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赵瑞君强调，疫情发生以

来，全州医务工作者冲锋在
前、勇于担当，付出了艰辛努
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依然处在
吃劲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扛牢
责任、顶住压力，持续扎实做
好“保健康、防重症”各项工
作，全力做好患者救治工作。
各县市及相关部门要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对一线
医护人员的关心关爱，科学调配
资源力量，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水平，进一步做好春节期间疫
情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赵瑞君强调，要全力做好城
镇、农村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开
展好节日走访慰问和关心关爱，
全力保障群众过温暖安康年。

晋洪江、许高红，泸西县和
州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

赵瑞君在泸西县调研督导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

抓实安全生产和医疗救治工作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十三届州人民政府召开第23次常务会议
阅读原文请扫描二维码

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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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