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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入班排察哨位慰官兵
春節前視察北京衛戍區 強調要鑄忠誠盡職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2月1日來到位於內蒙古
自治區的集寧南站，登上包頭開往大
連的K1567次列車，看望慰問返鄉旅
客。
2月1日17時許，包頭開往大連的
K1567次列車停靠在集寧南站，李克強
登上4號車廂，看望慰問旅客和乘務人
員，考察春運保障情況。

關切農民工「工資拿到了嗎」
李克強問在座的有沒有農民工，幾
位旅客舉起了手。李克強關切詢問他
們工資是否足額拿到，在外打工有什
麼難處，工作好不好找。得知這趟列
車要經停26站、歷時30多個小時，李
克強說，我們現在雖然有了時速350公
里的高速列車，但不能沒有「逢站就

停」、票價低廉
的綠皮車。因為
我們國家很大，
還是一個發展中
國家，發展還很
不 平 衡 很 不 充
分，既要考慮效
率，又要兼顧公
平。列車雖有不
同，但最終目的
都是要把站台上
不同需求的旅客
安全送達。

目送車出站「祝願平安抵家」
李克強說，家是中國人最牽掛的地

方。不管路途多遠，路上再難，都要
回家過年。回家過年是中國人最溫暖

的時刻。我知道大家現在都歸心似
箭，祝願你們平安抵家，也提前給你
們和家人拜年！
列車開動時，李克強在站台上與旅
客們相互揮手道別，他一直目送着列
車緩緩駛出站台。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華民族傳統節日農曆
春節來臨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京看望慰問基
層幹部群眾，包餃子、拉家常、看望「快遞小
哥」，並向全國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
福。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情到深處自
然而然的思想流露，既反映了發展為了人民、
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學內
涵，又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深情厚意。
人民是習近平總書記心中最深的牽掛。文

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每逢新春佳節，到
人民群眾當中送祝福、問冷暖、聽民聲、解民
憂，已經成為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工作慣例。從
曾經「瘠苦甲於天下」的甘肅定西，到冰天雪
地的內蒙古阿爾山；從陝北高原上的梁家河黃
土地，到紅色聖地井岡山革命老區；從「堆銀

砌玉」的張北草原，到坡急溝深的四川大涼
山……習近平總書記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噓寒問暖，訪貧問苦，與人民群眾心心相印，
以行動彰顯着人民勤務員的本色。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

標」，這鏗鏘振奮的話語，是習近平總書記治
國理政的邏輯起點，也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接
續奮鬥的不變初心。文章說，黨的十八大以
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歷史性變革、取
得的歷史性成就，源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始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源
於黨領導13億多人民的團結奮鬥。
文章最後說，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情懷，

為廣大黨員領導幹部立起了高山仰止的時代高
峰和精神旗幟。我們要自覺向習近平總書記看
齊，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永遠與人民在一起，做人
民的勤務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春節將至，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昨日專程來到

北京衛戍區，深入基層班

排，察看執勤哨位，親切慰

問部隊官兵，代表黨中央和

中央軍委，向全體人民解放

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

民兵預備役人員致以誠摯問

候和新春祝福。他強調，北

京衛戍區駐守京畿、護衛中

樞，要鑄忠誠，盡職責，抓

從嚴，始終做黨和人民完全

可以信賴的部隊。

李克強看望返鄉者：回家過年最溫暖 做人民的勤務員央視
快評

 &
1 日上午，

習近平來到北
京前門東區，
沿草廠四條胡

同步行察看街巷風貌，聽取
區域規劃建設、老城保護、
疏解騰退、人居環境改善等
情況介紹。

保護歷史文脈
習近平對北京開展舊城

保護整治的思路和做法表
示肯定。他強調，一個城
市 的 歷 史 遺 蹟 、 文 化 古
蹟、人文底蘊，是城市生
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蘊毀
掉 了 ， 城 市 建 得 再 新 再
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要把老城區改造提升同保
護歷史遺蹟、保存歷史文
脈統一起來，既要改善人
居環境，又要保護歷史文
化底蘊，讓歷史文化和現
代生活融為一體。老北京
的 一 個 顯 著 特 色 就 是 胡
同 ， 要 注 意 保 留 胡 同 特
色，讓城市留住記憶，讓
人們記住鄉愁。

改造老城棚戶
草廠胡同過去居住條件比較差，如

今經過改造後，居住環境大為改善。
習近平先後走進兩個居民院落，了解
老城區改造後居民住房條件改善情
況。居民侯雅明現場寫下一副春聯，
給總書記拜年。習近平高興地拿起一
幅「福」字，親自貼到門上，給這裡
的老街坊們拜年。習近平表示，中國
共產黨的追求就是讓老百姓生活越來
越好。習近平強調，黨中央十分關心
老城區和棚戶區改造，就是要讓大家
居住更舒適、生活更美好，解決好大
家關心的實際問題，讓大家住在胡同
裡也能過上現代生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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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慰問基層幹群 囑辦好冬奧

臨近春節，首都北京洋溢着節日氣氛。
上午9時15分許，習近平來到位於故

宮端門東朝房的國旗中隊。戰士們正在訓練
場上進行護旗隊列動作和展旗收旗訓練，習
近平仔細觀看，並同官兵親切交談。國旗中
隊進行了升旗動作演示，整個過程精準流
暢、鏗鏘有力，習近平露出讚許的目光，勉
勵大家練好基本功，承擔好國旗護衛職責。

關心基層冷暖 叮囑添衣防寒
習近平走進官兵宿舍，察看生活設施情
況，詢問晚上蓋一床被子冷不冷，叮囑各級
把基層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多為基層做好
事、辦實事、解難事。在國旗中隊榮譽室，
習近平詳細了解了國旗中隊歷史沿革和全面
建設情況。
習近平在營區影壁牆前同大家合影留念，
戰士們簇擁在習主席身旁，充滿了幸福和喜
悅。習近平語重心長地說，天安門廣場升國

旗儀式是重要的國家典禮，你們要牢記職責
使命，堅持一流標準，用實際行動捍衛國旗
尊嚴。習近平叮囑大家，冬天室外溫度很
低，要注意防寒保暖。

觀看春節合唱 走訪戰士餐廳
離開國旗中隊，習近平來到支援保障大隊警

衛勤務一中隊。他察看部隊裝備器材，了解警
衛勤務情況。中隊俱樂部裡，戰士們正在準備
春節文藝節目，習近平來到這裡，饒有興致地
觀看了戰士們自編自演的小合唱《張思德傳
人》，帶頭為他們鼓掌。習近平深有感觸地
說，部隊文藝工作要樹立為兵服務、為基層
服務的導向，建設好文藝輕騎隊，不斷豐富
基層官兵業餘文化生活。上士袁文魁現場書
寫「福」字敬送習主席，表達戰士們對習主
席的新春祝福。隨後，習近平前往戰士餐
廳，走進操作間，來到灶台前，關切詢問平
時伙食怎麼樣？年夜飯是怎麼安排的？習近

平叮囑部隊安排好戰士們節日生活，讓大家
過一個歡樂、祥和、安全的節日。
在衛戍區作戰值班室，習近平了解了部隊

警衛執勤情況，並通過視頻系統看望慰問官
兵。習近平先同八一大樓南門哨位通話，囑
託哨兵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履行好擔負的職
責。習近平察看了一線警備糾察情況，勉勵
他們發揮好執法服務職能，維護好軍隊形
象、軍人形象。接着，習近平察看了北京老
幹部活動中心建設運行情況，要求抓緊推進
工程建設，爭取早日完工。習近平強調，老
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要把老幹部照
顧好、服務好、保障好，並向廣大老幹部祝
福新春。

接見全體幹部 重申治理從嚴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接見了衛戍區機
關全體幹部、所屬部隊師以上幹部和建制團
主官，同大家親切握手、合影留念。

隨後，習近平聽取衛戍區工作匯報並發表
重要講話。他強調，北京衛戍區駐守京畿、
護衛中樞，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直接掌握的
一支重要力量，要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
想，聚焦備戰打仗，提高警衛能力，努力開
創衛戍區建設新局面，始終做黨和人民完全
可以信賴的部隊。要鑄忠誠，堅持從思想上
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隊，確保部隊堅決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聽從黨中
央和中央軍委指揮。要盡職責，堅持依法行
動，嚴守政策紀律，做好警衛執勤工作，做
好反恐維穩、應急處突等工作，確保警衛目
標絕對安全、萬無一失，確保首都安全穩
定。要抓從嚴，發揚自我革命精神，推進全
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實現部隊風氣
根本好轉，在新時代不斷發揚光大我黨我軍
光榮傳統。要強化強基固本思想，嚴格教育
管理部隊，狠抓經常性基礎性工作落實，推
動基層建設全面進步、全面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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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春節來臨之
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在北京看望慰問基層幹部群眾，考察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工作，向全國各族
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幸福安
康，祝偉大祖國繁榮吉祥。習近平強調，舉辦
冬奧會是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抓手，必
須一體謀劃、一體實施，實現北京同河北比翼
齊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陪

同考察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籌辦工作。
2月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和市長陳吉寧陪同下，深入
機關、社區、冬訓中心考察調研，給基層幹部
群眾送去黨中央的關心和慰問。

走訪組委會：「雙奧」是黨國大事
當天下午，習近平乘車來到石景山首鋼園

區。首鋼石景山鋼鐵主流程停產後，北京冬奧

會組織委員會落戶於此。習近平走進北京冬奧
會展示中心展廳，了解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籌辦工作、場館和基礎設施規劃建設等情況。
他表示，辦好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是黨和
國家的一件大事。要全面落實綠色、共享、開
放、廉潔的辦奧理念，充分考慮場館的可持續
利用問題，高標準、高質量完成各項籌辦任
務。

問候建設者：須堅持奧運標準
延慶賽區場館正在抓緊建設，習近平通過視頻

連線場館建設者，給他們拜年，並向所有奮戰在
冬奧會場館建設一線的建設者們致以誠摯的問
候。習近平強調，場館建設是辦好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的重中之重。要堅持奧運標準，倒排工
期，有序推進場館新建、改造和重大配套基礎設
施建設，確保按期保質完工並投入使用。要突出
科技、智慧、綠色、節儉特色，注重運用先進科
技手段，嚴格落實節能環保要求，保護生態環境

和文物古蹟，展示中國風格。
在冬奧組委辦公樓，習近平看望慰問北京冬

奧組委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代表。

察看國家隊：體育強則國家強
隨後，習近平來到國家冬季運動訓練中心，在

短道速滑館結合展板聽取速滑、花滑項目介紹，
之後進入館內察看國家速滑隊、花滑隊訓練備戰
情況。習近平步行前往冰壺館，察看國家冰壺隊
訓練備戰情況。運動員、教練員看到習近平來
了，爭相圍攏過來。習近平勉勵他們注重選拔培
養好人才，增強為國爭光的榮譽感，堅定創造佳
績的信心，刻苦訓練、全力備戰、勇攀高峰，力
爭實現新的突破。冰壺館前廳的沙盤，展示了首
鋼北區和冬奧會滑雪大跳台規劃建設情況，習近
平邊看邊問。他強調，體育強則國家強，國家強
則體育強。發展體育事業不僅是實現中國夢的重
要內容，還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凝心聚氣
的強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