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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1月20日电（记者李宣
良 李清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19日、20日视察驻云南
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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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预备役人
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云南大地山
青水碧，处处生机盎然。19日下午6时
许，习近平来到驻守在我国西南边陲的
某边防营，走进战士宿舍，同大家亲切
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在营卫生所，习近平听取有关情况
介绍，得知边防部队医疗条件不断改善，
能够有效保障官兵日常需求，习近平很
欣慰。

晚饭时间快到了，炊事班的战士正
在食堂忙碌着。习近平来到这里察看部
队伙食情况，看到饭菜种类多样，习近平
露出欣慰的目光。他叮嘱部队安排好节

日期间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欢乐、祥
和、安全的春节。

习近平对正在边防一线执行任务的
官兵十分牵挂，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有
关部队。某扫雷排爆大队任务分队是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所在部队，多次
出色完成边境扫雷任务。习近平充分肯
定他们为扫除雷患、确保边疆人民幸福
安宁作出的重要贡献，勉励他们过细做
好安全防护，精心组织扫雷排爆，为党和
人民再立新功。某边防分队在界桩执勤
点前整齐列队，向习主席报告执勤情
况。看到边防官兵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习近平很高兴。他表示，大家辛苦了，你
们战斗在管边控边第一线，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要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严密组织
边防执勤，守护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边防营
和扫雷排爆大队任务分队部分官兵合影
留念。官兵们簇拥在习主席身旁，充满

了幸福和喜悦。
20日上午，习近平在昆明亲切接见

了驻云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
级单位主官。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
去的一年，驻云南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重大任务完成出色，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
我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
任务之年，各方面任务艰巨繁重。要坚
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
军，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狠抓
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
项任务。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云南部队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近期，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1月
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
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
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
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

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
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
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
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值
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级党
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
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
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 下转A02版▶

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李克强作出批示

本报海口1月 20日讯 （记者彭青
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历时4天半的海
南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1月20日上午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
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
在闭幕大会上作总结讲话，强调全省上下
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
重要批示指示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坚
持用脑用心用情学、努力奋力全力干，以

“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干一件成一
件”的韧劲，把所有心思和精力都聚焦到
自贸港建设这个重点、焦点、亮点上来，把
牢机遇、奋力拼搏，向党中央、向习总书记、
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大会应到会代表 385 名，实到 369
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会议执行主
席刘赐贵、李军、许俊、何西庆、康耀红、林北
川、陆志远、关进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议选举胡光辉为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选举林泽
锋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选举包洪文、施宗伟、顾永
东、倪健、韩圣健、傅平江为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海南省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海南省2019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决议》，表决通
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
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关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

各项决议通过后，大会举行了宪法宣
誓仪式。本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新当选人
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全体代表监督宣誓。

刘赐贵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省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凝
心聚力、砥砺拼搏、担当实干、风清气正的
大会，必将更好动员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批示指示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 下转A02版▶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号召用脑用心用情学、努力奋力全力干，把所有心思和精力都聚焦到
自贸港建设这个重点、焦点、亮点上来

1月20日，海南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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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驻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
问官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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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1月19
日，习近平在某边防营同官兵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彭青
林 尤梦瑜）1月20日下午，省纪委七届
四次全会在省人大会堂开幕。省委书记
刘赐贵出席第一次大会并讲话，强调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反腐败斗争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发展环境。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进行，各
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全省
共4300多人参会。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毛超峰、何忠

友、童道驰、肖莺子、肖杰、刘星泰、彭金
辉、孙大海、许俊等省领导在主席台就
座，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蓝佛安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伸手必被捉之三》，吸取教训、受到警醒。

下转A03版▶
（更多报道见A05版）

刘赐贵在省纪委七届四次全会上强调

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良好政治环境发展环境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A02版）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彭青
林）1月20日上午，省两会刚一结束，省
委书记刘赐贵就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部署春节前后重点工作。刘赐贵强
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各级干部的辛勤
工作，换来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确保让全省人民和在琼游客

过一个欢乐、幸福、祥和的春节，节后要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实现自由贸易港建
设“开门红”。

刘赐贵指出，随着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海南人流量和关注度都进入高峰期，
做好春节前后各项工作十分重要。各级
干部和在岗值班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
位、履职尽责担当，把工作做得更努力一

些、更细致一些、更周全一些。要着重关
注困难群体、特殊人群和春节期间坚守
岗位的人员，及时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爱温暖。要加强进出岛人员、车辆
情况的分析研判，做好景区、港口和机场
等人员聚集区的调度协调指挥，温馨提
示本地车辆尽量减少出行频率，做到文
明礼让，加强社区管理， 下转A03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春节前后重点工作

让全省人民和在琼游客过一个欢乐幸福祥和的春节
节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实现自由贸易港建设“开门红”

沈晓明作具体部署 毛万春李军出席

海南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