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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6 月 7 日至 9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 8 日下午，
习近平在海北藏族自治
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考察时，
同村民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
新华社西宁 6 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
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改革开放，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6 月 7 日至 9 日，习近平在青海省委书记王
建军、省长信长星陪同下，先后来到西宁市、海
北藏族自治州等地，深入企业、社区、自然保护
区、农村等进行调研。
7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
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在生产
车间，习近平察看原材料、生产流程、产品展示，

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牙藏毯手工编织
技艺的保护传承，对企业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
收表示肯定。在企业检测、设计部门，习近平仔
细观看产品耐磨度测试、产品设计图样，询问产
品销路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强调，推
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
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
发展带动产业提升。青海发展特色产业大有可
为，也大有作为，要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引导民
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加快完善企业创新
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传
统工艺和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
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
随后，习近平来到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

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马涛在我市检查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彭飞 姜琨 潘世新报
道：6 月 8 日至 9 日，省委常委、省军区司
令员马涛在我市检查督导防汛抗旱工
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
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受市委
书记胡亚波委托，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黄剑雄 汇报我 市 防汛抗 旱 工作情 况 。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雷文洁，省通讯管
理局局长吴俊，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
张道才，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龚效峰等
随同调研。
在百二河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建设
现场，马涛实地察看工程进展，要求加
强在建涉水工程的隐患排查，督促责任
单位落实安全度汛措施。来到黄龙滩
水库，马涛详细了解水库实时水位、防
汛值班、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科学调
度各类水库泄洪与蓄水，既要确保安全
度汛，也要为 下一 步 抗 旱保 水 做好准
备。
座谈会上，马涛认真听取我市防汛
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全省
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
要论述精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工
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
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各项措施；压实各级
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着力解
决“谁来落实、谁来具体抓”的问题，确
保责任落地不落空；强化物资储备，着
眼应对重大汛情，备足备齐人员、设备
和物资，确保一有需要随时投入抢险救
灾；提高警觉意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严防“坨子雨”、山
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拒绝“野游、
野钓、野泳”等危险行为。
黄 剑 雄 表 示 ，十 堰 将 全 面 落 实 省
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省防汛抗旱检查
组工作要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细化
实化应对措施，高质高效抢险救援，认
真做好宣传教育，切实把防汛抗旱工作
抓实抓细抓到位，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十堰军分区司令员吴海权，市政府
秘书长师利龙参加调研。

6 月 7 日至 9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这是 7 日下午，
习近平在西宁市城西区
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阅览室，
了解社区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
（新华社）

道文亭巷社区，听取他们加强基层党建、完善基
层治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汇报，同现场办
事群众交谈。习近平先后走进社区书画室、幸
福食堂、康复室、舞蹈室、阅览室，观看退休人员
书画练习、歌曲排练，了解社区向老年人提供餐
饮、健康服务，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
务等做法。在社区广场，习近平同围拢来的群
众亲切交流。他指出，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
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
谐家园。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
织、在广大党员，要把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
建得更强，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
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在办好一件件老百姓
操心事、烦心事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生活得更
加幸福再接再厉、不懈奋斗。
8 日，习近平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考察
调研。他首先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听取青海省
加强祁连山地区和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介
绍。随后，沿木栈道步行察看。湖面开阔，水质
清澈，飞鸟翱翔。习近平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不断巩固拓展。生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
富。要落实好国家生态战略，总结三江源等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经验，加快构建起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
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守护好自然生态，保育好
自然资源，
维护好生物多样性。
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是牧民集中安置新
村，2017 年依托牛羊养殖业等产业实现整村脱

贫。习近平来到这里，
藏族牧民索南才让率一家
老小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里做客，并献上哈达。
习近平走进家中，屋里屋外仔细察看，并同一家
人围坐在客厅聊家常。索南才让激动地说，
牧民
生活好，
全靠党的政策好，
衷心感谢共产党，
衷心
感谢总书记。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我们党发展壮大起来不容易，夺取
政权不容易，
建设新中国不容易。老百姓衷心拥
护中国共产党，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
离开索南才让家，村民们看到总书记来
了，热情地涌到路边，欢呼着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动情地说，看到乡亲们过上幸福
生活，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要继续奋斗，到
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更
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转 2 版）

周先旺在我市调研秦岭生态保护和环秦岭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时要求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彭飞 周亚晖报道：6 月 8
日至 9 日，省政协副主席周先旺率调研组
深入我市，专题调研秦岭生态保护和环秦
岭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崛
起，努力以高水平生态保护促进高质量发
展。市委书记胡亚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黄剑雄参加相关活动，市政协主席张歌莺
等陪同调研。
周先旺一行先后来到丹江口市沧浪洲
湿地公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纪念园、丹江
口大坝、农夫山泉工厂、胡家岭水质监测
站，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涧池乡下营村、
恒达扫帚专业合作社，郧阳区柳陂镇龙韵
村、同心广场、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东方

橄榄园等处实地调研，对我市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和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周先旺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落实到行动上，坚决履行好“确保一
库清水永续北送”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

命。要进一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两山”实践
创新基地建设，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区域
特色农业，壮大文化旅游业，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不断释放生态红利，不断提高经
济发展的“绿色含量”，努力实现生态高
水平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

胡亚波主持召开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

持续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彭飞 全正 特约记者陈林
报道：6 月 9 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网信委
主任胡亚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思想，
全面落实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我市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
持续营造党史学习教育和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的良好网络环境，以数字化
赋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胡亚波指出，
近年来全市宣传思想工作
积极主动，始终坚持政治导向、宣传党的主
张、准确把握大局，
正面宣传有声有色、舆情
管控有力有效、网络空间风清气朗，唱响了

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
值得充分肯定。
胡亚波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
握宣传思想和网信工作主动权。准确把握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强化党的新闻机构政治属性，
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政治建设，提升政治领悟
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
引导新闻工作
者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坚持站在政
治和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谋划网信工作，
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网上舆论支持、可靠网
络安全保障、有力信息化支撑。

胡亚波强调，要突出重点，奋力开创全
市宣传思想和网信工作新局面。用好全媒
体矩阵，精心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着力讲好
十堰故事、彰显改革发展成果、畅通社情民
意渠道、关注民生诉求、做好网上群众工作，
营造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
浓厚氛围；
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和主动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
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常态化培训机制，
充分
整合公安和网信力量，
推动相关单位协同作
战，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做好
网络舆情研判和处理，构建上下衔接、统一
协作的舆情信息系统，形成监测、研判、预
警、应急、回应、处置和事后评估的工作闭

环；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加强网络安全宣传
引导和教育培训；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作用，
强化数字思维，拥抱数字时代，加快建设智
慧城市，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胡亚波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新时
代网信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压实工作责任，
严格检查督办，
形成齐心协力抓网信的工作
合力；争当行家里手，增强干部学习运用大
数据的能力，
坚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
用数据改进管理、用数据推动创新、用数据
提升效率；锻造过硬队伍，把抓落实作为最
重要的能力，
练就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的网信
“铁军”
。
市领导赵哲、吴烨、董奇峰出席会议。

胡亚波向全市人民
推荐 7 本好书

黄剑雄主持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

黄剑雄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五师双河市党政代表团座谈

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11 至 12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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