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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 1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文明委副主

任杜富川到2022年遵义市“最美少年”张阳阳家中慰问，送

去新春祝福。

■ 1月12日，市政协副主席周玉新到2022年中国好

人、中国铁路优秀共产党员、第八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贵州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勇家中慰问，向杨勇家属发放

第八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证书和慰问金。

暖心的守护暖心的守护··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本报讯 （记者 李玺）1月 19
日，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第九
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汪海波
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
魏在平，市政协副主席范奇元、
陈致豫、周玉新、李开相、冯春林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六届二次会
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目前，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筹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会议要
求，要强化协作意识，各工作组加
强协调配合、通力合作，防止出现
工作断档，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要强化精品意识，严格按照相关
部署和精致细致极致要求，确保
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要增
强统筹意识，加强工作调度，把各
项筹备工作抓实抓细，确保会议
有序高效、圆满成功，充分展现市
政协团结协作、善作善成的良好

形象。
市政协各委（办、室、中心）主

任、新蒲新区工委主任，副秘书长，
机关党委书记，各民主党派专职副
主委、工商联负责人，各科负责人等
列席会议。

市政协六届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郑礼志）1月
19日下午，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召
开，传达贯彻省两会精神，审议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春节
期间民生保供、安全生产、疫情防
控、信访维稳、值班值守和一季度

“开门稳”等工作。市长黄伟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省两
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对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绘制的蓝图进行了系统安
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在省两
会期间作了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军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为
我们做好下步工作提供了方向路
径、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军参加遵义代表团审议并
讲话，要求我们为贵州现代化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对遵
义发展寄予厚望，我们要紧扣“副
中心、双城记、金三角”发展定位，
锚定“为全省发展多作贡献”目标
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两会精神上来，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确保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始终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紧盯重大项
目和重点企业，深挖潜力、排忧解
难，确保节后加快复工复产，努力实
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稳”、力争“开门
红”。要持续围绕“保健康、防重症”
目标和“见医、见药、见干部”要求，
全面查缺补漏，压紧压实责任，切实
抓好重症救治能力提升、重点人群
服务、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疫情监测

预警等重点工作。要围绕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强化民生保
障，扎实做好特殊群体服务保障，确
保各类商品保供稳价，确保保民生、
保畅通、保安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落到实处，确保群众过一个安乐祥
和的节日。

市政府副市长、遵义军分区政
委、市政府秘书长出席会议，市政府
起草组对《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情况
作了说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提
出意见建议。

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召开

传达贯彻省两会精神 审议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郑礼志）1月
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伟主持召
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
关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
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建设农
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
引新时代“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三
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我市资

源禀赋，持续推进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农村改革、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
任务落实。要进一步用好农村宅基
地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等前期改革成果，围绕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
支撑等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新年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二〇二三年新年贺
词，并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回望了我们国家 2022

年走过的不凡历程，展望了新一年的
工作重点，提出了接续奋斗的殷切期
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精神实质，自
觉将其转化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牢记嘱托、笃
定信心、顽强拼搏，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政法工作是维护政
治稳定、保障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全市政
府系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全市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全面夯实政法工作基础，推动全市
政法系统在化解社会风险矛盾、强
化打防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等
方面取得新成效。

会议审议了《遵义市“十四五”
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审议稿）》《遵义
市防震减灾“十四五”规划（审议
稿）》等文件，并提出要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副市长、遵义军分区政

委、市政府秘书长出席会议，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郑礼志 赵
婧耘）1月19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
长黄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
策部署，进一步构筑起保健康、防重
症的坚实防线，确保见医、见药、见
干部和综合保障更加到位，抓紧抓
实“乙类乙管”各项措施，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市
领导王龙、李旭、曹鸣凤、明岩、
武荣、王继松、周玉新出席。

黄伟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他强
调，全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切实增
强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坚决扛起疫情防控
工作重大政治责任，对照国家和省、
市工作要求，全面自查、查缺补漏，
务实推动疫情防控政策落地落实。
要着力抓好重症救治、着力保障正
常就医秩序、着力提高医务人员工
作效率，确保“见医”更到位；要突出
保障小分子药物供应、突出指导“防
疫健康包”科学安全使用、突出血氧
监测服务，确保“见药”更到位；要强
化重点人员管理、强化“百千万”五
级医务人员下基层活动、强化“二包
一”重点人群管理服务，确保“见干
部”更到位；要抓实殡葬管理服务、
抓实应对持续低温天气、抓实督查
压实责任，确保“保障”更到位，全面
抓好当前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压紧
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
任”，加强精准科学统筹调度，建立
完善应急叫应机制，形成疫情防控
的强大合力，为做好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要严格执
行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
共享互通，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群众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市、
区）。市政府秘书长曾征，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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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金枭枭 陆
邱珊）“行了，车轮上的防滑链固定
住了。”1月16日凌晨，寒风呼啸，桐
梓县黄莲乡返乡农民工驿站值班人
员张森伸出冻得通红的双手，拽着
防滑链上的禁锢扣用力按。在帮助
返乡村民廖学武安装好防滑链后，
再三叮嘱道：“道路凝冻，开慢点！”

车上，34岁的廖学武格外激
动。10年来，他每年春节回乡，路
上都有人守护他的安全。“尽管天
气寒冷，但此刻我感到很温暖。”

从2012年开始，黄莲乡先后有

200余名干部接力守护保平安，让
30000 余人次农民工温暖回家
过年。

黄莲乡地处桐梓县东北部，平
均海拔 1400米，每年从 12月下旬
开始，公路都会出现大面积凝冻，
持续时间长达 2个月左右，导致通
行困难，阻碍了不少农民工的回
家路。

黄莲乡曾是省级一类贫困乡镇，
常住人口3400人，外出务工人员接
近一半。从2012年起，为了守护返
乡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当地政府在进

乡路口处设置返乡农民工驿站，安排
4名干部轮流值班，24小时值守。

“我们在驿站里备有开水、泡
面、防滑钉等，供返乡农民工歇脚、
充饥、避寒。”已经值守10年的黄莲
乡综治中心负责人廖宗强说，“进乡
路窄、弯道多、坡度大，遇到特别恶
劣的天气，坐大巴车回乡的农民工，
我们就让其在驿站下车，稍作休息
后，带头组队步行护送其回家。”

1月 15日下午，从重庆打工回
乡的农民工兰应明正好遇到严寒
天气，在公路一斜坡处，车子原地

打滑，值守人员张森等4人看见后，
上前推车，帮助解围。“他们是冰天
雪地里的护路人，有他们在，我们
感到稳稳的安全感。”兰应明说。

“全乡干部始终做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守护者，守的是人民幸
福，守的是人民的心。”黄莲乡党委副
书记杨勋强介绍说，每年冬季该乡
党委政府统筹安排人员在返乡农民
工驿站值守。10年来，累计投入100
余万元，为返乡农民工驿站配备方
便面、手电筒、防滑钉、防滑链、医药
用品等物资，免费向群众提供。

黄莲乡干部10年接力守护农民工温暖回家
本报讯 （记者 李玺）1月19日，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召开

春节期间安全防范视频会议，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安排部
署春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应急管理部春节假期安全防范
工作会议部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安全防控责任措施落实，切实把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平安
祥和的节日。

会议要求，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强化忧患
意识和底线思维；务必备足应急力量，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落实一支
力量在岗值班、一支力量在域备勤、一支力量下沉督导，坚持一日一调
度、一日一研判、一日一提示、一日一报告，确保任何时候不挂“空挡”，
有人调度、有人管事；务必看死盯牢重点领域、行业、重大风险点安全，
要在煤电保供，危化、烟花爆竹，工贸、非煤矿山，道路交通，九小场所
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农村用火用电用气等领域派足力量、下足功夫；
要做足应急处置准备，科学调度、灵敏指挥，确保一声令下，拉得出、打
得赢；要强化廉洁自律，管好队伍，要严守值班纪律、十条禁令，严禁
酒驾，要守好廉洁底线，保持清爽关系，平安过节。

市安委办 市应急管理局

安排部署春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向婧）1月19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局了解到，
为丰富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春节假期，我市市直文博场馆均
正常对外开放。

1月21日至1月27日，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常对外免费开放，开放
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下午4点30分停止入馆；市博物馆
正常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下午4点30分停止入
馆；杨粲墓博物馆正常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下
午4点30分停止入馆；市美术馆正常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
至下午5点，目前，该馆有“强国复兴有我”暨“红色圣地 醉美遵义”主
题摄影展、纪念遵义会议88周年暨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美术作品展；市
文化馆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开放区域有非
遗展厅、舞蹈室、排练室、美术展厅、美术空间、阅读吧、百姓大舞台。

市图书馆除 1月 21日、23日闭馆外，其余时间正常开放，开放
部室有综合一室、综合二室、报刊室、期刊室、少儿借阅室、幼儿借
阅室；该馆自修室每天正常开放，开放时间是上午 7点 30分至晚上
9点。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市直文博场馆春节“不打烊”

1月19日，遵义市红十字会联合红花岗
区、汇川区、新蒲新区、播州区红十字会、交通
运输部门举行了 2023 年春运应急救护志愿
服务暨交通救护伴行急救包发放活动，向客
运司机、公交司机发放了500个出行便携急
救包，同时开展了应急救护培训和出行便捷
急救包使用指导等。据了解，此次发放的出
行便携急救包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滴滴
应急救援项目”通过贵州省红十字会向遵义
市转赠的，旨在助力保障2023年春运期间广
大旅客的出行安全与生命健康。

（记者 俞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