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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
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
自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
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
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

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
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
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
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
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
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
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张守帅 钟振宇 熊筱伟

阳光温暖，照耀着大凉山。2 月 11 日是昭觉
县三岔河乡三河村村民翘首期盼的大日子，这一
天，他们将告别风雨剥蚀、世代居住的土坯房，搬
进窗明几净的新家园。

70岁彝族老阿妈吉木子洛，这个春节过得无
比喜悦。摘掉穷帽子、住进新房子、过上好日子
——她心心念念的梦想，如今触手可及。

此时，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山腹地考
察脱贫攻坚刚好一周年。2018年2月，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在川视察期间，对四川明确提出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体要求和“五个
着力”重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着力抓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巴蜀儿女记忆犹新，彪炳史册的党的十九大
盛会，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
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

在大凉山彝族乡亲们眼里，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在身边。去年，吉木子洛第一次走上讲台，用彝
语和身边故事，讲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习近平
总书记对彝族同胞的深厚情谊。这一年来，党中
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切关怀给彝乡带来的巨变，让乡亲们打心底
激起强烈共鸣。

巍巍大凉山，滔滔岷江水，党的十九大精神
光耀巴山蜀水。

一年来，省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摆在首要位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成效检验实效。2018年，四川经济总量首次
迈上4万亿元台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
50%，五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3万亿元，
全省市州“两千亿”俱乐部再添3名成员，104万
贫困人口脱贫……

四川用一个个“突破”，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
卷。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省委在全川掀起“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热潮，确保治蜀兴川始终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今年春节前夕，甘孜州丹巴县水子乡水子一
村村主任余德春出了趟远门，为把村上的果蔬山
货打入成都市场做调研对接。余德春是党的十九
大代表。喝着牦牛河水长大的她有股闯劲，先是
成立家政服务队闯县城，又把收益高的羊肚菌种
植技术引回村里。在她的带动下，村民日子越过
越红火。

谈及变化，余德春道出 9100 万四川人民的
共同心声：高举旗帜才不迷失方向，紧跟核心才
能无往而不胜。

这面旗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无论是在雪域高原还是沃野平原，无
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牧野乡村，它都高高飘扬、
指路领航。

大船行稳致远，方向至关重要。省委书记
彭清华多次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践行

“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
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
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旗帜引领方向。2018年4月12日至14日，全
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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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在成都举行。此次读书
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学深悟透。

省委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做好四川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指明了新时代治蜀兴川的历史方位、总体要
求、第一要务、根本动力、开放格局、重中之重、价

值取向、生态重任、法治保障、政治保证，为治蜀
兴川标注了时代方位、提出了总体要求、作出了
战略谋划、指明了方向路径、描绘了美好蓝图。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蜀
兴川最明确、全面、精准的定位，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为四川改革发展量身定做的“定盘星”。

“总书记出了题，我们要答好卷。”以读书班
为起点，一场轰轰烈烈、历时近半年的“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在全省上下铺展开来。

在大学习中学懂。近半年时间里，全省各有
关方面坚持以读书班、中心组学习会等方式组织

“集中学”、发动宣讲队深入基层促进“课上学”、
利用两微一端“线上学”、结合日常工作“干中
学”，覆盖城市与乡村、地方与部门、机关与企业
的理论学习风气由此形成，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在大讨论中弄通。围绕解决产业体系不优、
市场机制不活、协调发展不足、开放程度不深等
问题，全省上下展开深入讨论。通过这场思想解
放的“头脑风暴”，着力冲破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
观念、制约发展的习惯思维定式，在广泛深入的
民主讨论中，进一步凝聚了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的强烈共识。

在大调研中做实。聚焦事关四川全局的22个
重大战略问题，省级领导发挥“头雁”作用，积极
牵头担纲具体课题，紧扣“痛点”“难点”“堵点”开
展走访座谈、对标研究，实打实回答“怎么看、怎
么办、怎么干”问题。省市两级共开展课题研究
829个，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读书班上出题目、调查研究做文章。在此基
础上，省委召开十一届三次全会，结合新时代新
使命新要求，对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
的战略谋划，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的决定》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今年1月22日，四川2018年
经济运行“成绩单”揭晓：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经济结构实现新突破，新动能活力持续释放，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来之不易的成绩，再次证明：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治蜀兴川大业一定会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坚持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切实推动
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四川具体化，
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四川发展作出的总体
擘画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回锅肉、麻婆豆腐、钟水饺……2月1日，距离
春节仅4天，成都金牛宾馆内洋溢着喜庆气氛，20
名农民工受邀与省领导同吃团圆饭，一道道川味
家常菜和小吃端上餐桌，大家感受到浓浓暖意。

团圆饭之前是农民工代表座谈会。来自广安
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再一次与省委主要领导面
对面交流。上一次是在广州，四川省党政代表团
在粤考察期间，专门在广州市召开川籍农民工座
谈会。

相隔100多天两次见面，大家对省委、省政府
无微不至的关怀赞不绝口：省里出台了促进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系列政策措施，在春节前向全省广大农
民工及家人发出慰问信、开设农民工返乡专列专车、
组织基层干部走访看望返乡农民工家庭……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十四个坚持”的基
本方略，其中之一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
心关爱农民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正是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生
动体现。

——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关键在
学以致用，更好地指导治蜀兴川实践。

同样是在金牛宾馆，7个月前的一天，这里涌
动的不仅有热度，更有一种力度。2018年6月底，
在热烈掌声中，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宣告开启新
时代治蜀兴川的新征程。

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吸收“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一个个
事关治蜀兴川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全会上得到精准解答：

针对区域协调发展不足问题，省委提出大力
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针对产业体系不优问题，
谋划构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5+1”现代产业体系；针
对开放程度不深问题，着力实施全面开放合作战
略，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
态势，特别是突出南向、提升东向，建设成自宜和
成南达万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
态势、冲破阻滞四川“四向拓展”的“肠梗阻”，像
画工笔画一样，省委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巴山蜀
水间一一具体化。

——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关键在
知行合一，用实策、出实招、见实效，把党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去年9月，伴随着淅
沥小雨，省领导分三个组，率领183个县（市、区）
党政负责同志前往成都部分农村参观考察。在随
后召开的全省乡村振兴大会上，对加快推动四川
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作出部署。

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省委坚持把脱贫攻
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
的发展机遇，连续两次在西昌召开打赢脱贫攻坚
战会议，从产业就业、教育发展等12个方面精准
施策，选派 5700 余名干部开展综合帮扶，“不破
楼兰终不还”。

厚植民营经济健康成长沃土。省委、省政府
高规格召开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出台力度空
前、含金量高的系列政策措施，为四川民营经济
发展吹来强劲东风。

不止于此。过去一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
生改善，无论是从严治党还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落实都形成了明
确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下转04版）

党的十九大精神光党的十九大精神光耀巴山蜀水耀巴山蜀水
——扎实贯彻“五个着力”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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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华

“年年回家过年，今年特别不一样。”2 月 10
日，遂宁市蓬溪县大石镇广安村张应平在家享受
着团圆时光，和亲朋们相聚时分享最多的，是心
里的感动，“好个温暖的幸福年！”

春节前，回到老家的张应平，收到一份特殊
的新春问候。受省委书记彭清华委托，省委办公
厅有关负责同志专门打电话给张应平等12名川
籍农民工，转达节日慰问，祝福他们新春快乐。

去年 10 月，张应平受邀参加了四川省党政
代表团在广州召开的川籍农民工座谈会，备受
鼓舞。会后，他和 11 名遂宁籍农民工一起，联名
写信给省委主要领导。“主要是表达感激，我们
在外打拼，家乡人这么牵挂我们，很感动。”张应
平说，除了表达感激，他们还在信里写道：“无论
我们走到哪里，都将牢记家乡党委政府的嘱托

和期望，将始终紧跟党、依靠党，认真学习，努力
奋斗，为家乡高质量发展、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一声暖意浓浓的新
春问候，来往之间，心相连，情相牵。

“在外头这些年，以往回家过年是自己的事，
现在回家是党委政府都要关心的事，这不，市上
邀请我参加了农民工迎春座谈会，县乡两级领导
也来走访慰问，不一样了！”

张应平的话语，也是广大四川农民工朋友的
共同心声。

对返乡农民工开展全覆盖走访慰问、组织返
乡专列、召开座谈会、提供志愿者服务、送岗位到
家……今年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把做好
农民工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作为一份重大政
治责任来推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强农民
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把关心关爱送到农民

工的心坎上。

感动：解忧心事 架连心桥

“在外务工，父母妻儿是我们最大的牵挂。”
今年春节期间，张应平等一批遂宁籍农民工收到
政府送上的一份健康大礼包：镇上的医生来到家
里，为他76岁的父亲和74岁母亲建立了健康档
案。“父母年纪大了，我又长期不在身边，这下有

‘家庭医生’就方便多了。”
关爱儿童、妇女、老人等留守人员，是加强服

务保障农民工工作之一。党委政府对留守人员的
关心关爱，让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少了顾虑和担
忧，这让春节回乡的他们倍感温暖和感动。

2月8日，在宜宾市江安县阳春镇阳春社区，
王奉阳陪着儿子参加了“童伴之家”志愿者组织
开展的亲子活动，画年画、春节习俗知识竞赛、快
乐抱抱……热闹的父子互动， （下转08版）

在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广大川籍农民工感受到来自家乡各级党委政府的倾情关爱——

“好个温暖的幸福年！”
关心关爱农民工

▲

◉“在外头这些年，以往回家过年是
自己的事，现在回家是党委政府都
要关心的事”

◉“这些实事都做到了大家心坎上，
切实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托政府的福，今年回家很顺畅很
安逸哦”

◉“希望有机会为家乡乡村振兴助
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他们说——

▲

成都市区6家博物馆迎客超165万看

四川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
广东则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流入地。《瞭
望》新闻周刊记者奔赴两地，记录了几十
年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时代变迁

今 日 导 读

02版

03版

春节假期数据盘点

川粤农民工调查

七天大假 川人花了450亿元买

铁路预计送客623万人次行

580亿元 旅游总收入同比增三成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