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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未）2020年12月31日，市长郭亨孝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
习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及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审议《达州市2021年
经济工作建议》《达州市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议题，
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 2021 年经济
工作建议》。《建议》提出，2021 年达州
市经济工作主基调继续确定为“稳中求
进”。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做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
强化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促
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努力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方
案》明确了未来五年达州通用航空产业
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
措施，加快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
培育通用航空市场，突破发展通用航空
制造业，力争通过五年时间，建成二类及
以上通用机场 3 个以上，初步形成覆盖
全市的通用航空机场网络。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建材产业“十四
五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2021—2025
年）》。《规划》中提出，以打造千亿建材产
业集群为目标，从建筑钢材、水泥及制
品、高性能复合材料等八个方向重点发
力，加强部署推进。到2025年，全市建
材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1000 亿元，新型
绿色建材主营业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
70%以上，打造万达开统筹发展示范区
新型绿色建材产业高地和省内一流的新

型绿色建材基地。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中药材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25年）》。《规划》提出
到2025年全市中药材产业实现综合产
值180亿元的目标。规划了我市中药材
产业发展重点任务。

会议审议了《关于支持达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若干政策措施》。审议了《达州市鼓
励和引导农村产权入场流转交易办法

（草案）》《达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建设
用地使用权管理规定（草案）》。

会议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
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重要讲话及相关
文件精神，学习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
定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
例》和全省推进返乡下乡创业工作暨表
彰大会会议精神。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丹 文/图）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委
书记包惠在主城区调研节前供应、疫情
防 控 和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强 调 要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好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层层抓实责
任，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一天收入怎么样？”“市场供应是否
充足？”……来到仁和新城、天一航旗，包
惠与商家深入交流，仔细询问货源组织、

经营销售、卫生防疫等情况。她指出，作
为人员密集场所，企业要抓好消毒措施、
体温检测等疫情防控举措，不断提升服
务品质。要加强宣传推广，组织形式多
样的促销活动，充分发挥好平台和渠道
优势，把达州乃至周边的人气聚集起来，
不断激发节日期间的市场消费热情，切
实把消费留在达州。

在世纪隆仁和新城超市，前来购物
的群众络绎不绝，让人提前感受到浓浓
的节日氛围。包惠详细了解超市商品品
种、货源、价格和销售情况，尤其是冷链
食品出入库防控措施、追溯管理情况，叮
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在稳定物价、保
障供应的同时，加强对农产品、进口冷鲜
食品的抽检，严格落实冷链食品和从业
人员核酸检测等制度，严防疫情输入风
险，同时要做好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和市
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购物、欢乐过
节。

在达川区临江公园，包惠听取了项
目推进情况汇报，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各
项防护措施，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风险管控，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
红线。

当天，包惠还调研了企业党建工
作。胡杰、王蔚荩、唐志坤一同调研。

包惠在主城区调研节前供应、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新
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0
二一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大家好！2021年的脚步越来越
近，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
好祝福！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
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
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了
抗疫史诗。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
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屈的
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
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的感动。从
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从科研人
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工程
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90 后”、“00
后”青年一代，无数人以生命赴使
命、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
成磅礴伟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
墙铁壁。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
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一幕幕感
人至深的场景，生动展示了伟大抗
疫精神。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

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有不
幸感染的病患者表示慰问！向所有
平凡的英雄致敬！我为伟大的祖国
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而自豪！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
成。我们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果。“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
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
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我国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
新台阶。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
丰”。“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
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
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
开。我们还抵御了严重洪涝灾害，
广大军民不畏艰险，同心协力抗洪
救灾，努力把损失降到了最低。我
到13个省区市考察时欣喜看到，大
家认真细致落实防疫措施，争分夺
秒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创新创造，神
州大地自信自强、充满韧劲，一派只
争朝夕、生机勃勃的景象。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
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
骨头”。历经 8 年，现行标准下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这些年，我去了全
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亲们
愚公移山的干劲，广大扶贫干部倾
情投入的奉献，时常浮现在脑海。
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
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
前行。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深圳等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
开放30周年。置身春潮涌动的南海
之滨、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令人百
感交集，先行先试变成了示范引领，
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改革开
放创造了发展奇迹，今后还要以更
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
多“春天的故事”。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
一年来的风雨， （紧转第二版）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二0二一年新年贺词

市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
郭亨孝主持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二0二一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发）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罗未）2020年12月31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郭亨孝到市森林防灭
火应急救援支队，调研指导森林防
灭火和应急救援支队建设相关工
作。

郭亨孝一行实地察看了支队基
地建设、救援装备配备、应急储备物
资、队伍训练等情况，了解森林防灭
火专业队伍建设，现场观摩了森林
防灭火应急处置演练。

郭亨孝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和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坚决杜绝麻痹思想、畏
难情绪和松劲心理，压紧压实压细
工作责任，切实做好今冬明春森林
防灭火工作。要积极推进市县两级
森林防灭火指挥体制机制调整，进
一步健全工作运行机制。要完善应
急预案，强化火源管控，加强督导检
查，加大防火宣传教育，织牢织密防
火责任网。要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提升安全扑救能力。
郭亨孝还看望慰问了参加演练

的应急救援队员，对他们的辛勤付
出表示感谢。郭亨孝说，当前是森
林防火关键期，应急救援队员是森
林防灭火工作的主力军，要继续加
强训练，增强本领，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森林生态环境，市委、
市政府也将全力为他们开展工作创
造更好条件。

邓瑜华、王全兴、李祝荣参加调
研。

切实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灭火工作
郭亨孝到市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支队调研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魏祯）2020 年 12 月 30 日，全省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
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树立
系统观念，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森林
草原防灭火翻身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四川开好局、起好步提供良好
的环境。市委副书记、市长郭亨孝在达
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各地陆续进入防火
期，部分地区火险等级较高，全省森林
草原防灭火形势严峻。要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照国务院督
导组提出的问题逐一坚决彻底整改，抓

紧抓实各项工作，不断提升综合能力，
坚决遏制森林草原火灾多发势头，坚决
杜绝群死群伤事件。

会议强调，要确保省市县三级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体系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前调整到位，应急管理、林草、公安
和发改、经信、民政、森林消防等部门
切实扛起各自职责，形成合力，推动工
作终端见效；各地要严格按“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

“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属地领导责
任、部门管理责任、林草经营单位主体
责任和联防联控责任，健全完善市、
县、乡、村防灭火责任体系。要坚决打
赢森林草原防灭火翻身仗，加快推进
应急救援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高分
卫星等高新技术应用，制定完善切实
可行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建立

未参加演练者不能担任指挥员制度，
把“三先四不打”原则贯彻到基层一
线；深入排查消除风险隐患，聚焦加油
站、储气站、居民小区等开展“回头
看”；严格落实火源管控机制，严格执
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推进分区分级
管控，铁心布置、铁面检查、铁腕执法，
确保省政府森林草原防火令得到最严
格 执 行 。 要 用 好 人 民 战 争 这 个“ 法
宝”，实现火灾打早打小打了；运用好
新媒体新方式，持续推动宣传进林区、
进村庄、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全面
提升幼儿、学生防灭火意识和能力，营
造全民防火、全民监督、全民践行的良
好氛围。同时，扎实做好城乡建筑等
防火工作。

邓瑜华、王全兴、高武林、李祝荣在
达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郭亨孝在达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达州市是川渝陕结合部的人口
大市和劳务输出大市，随着元旦的
到来，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行聚
会日渐增多，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
险随之上升。为做好元旦期间的疫
情防控工作，保障全市人民的身体
健康，达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指挥部特作如下健康提示：

一、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应自觉遵守属地卫生健
康、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管等部门，以
及乡镇、社区和公共场所等的各项
疫情防控规定。

二、保持戴口罩、常通风、勤洗
手、一米线、用公筷等良好卫生习
惯，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不随

地吐痰，不酗酒。
三、鼓励就地过节，尽量不聚

餐、不聚会、不扎堆，提倡家庭私人聚
会不超过10人；若有亲朋好友在外务
工、就业的，建议他们就地过节，减
少不必要的流动和降低感染风险。

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全
程正确佩戴口罩，进入影（剧）院、网
吧酒吧和宾馆酒店等重点场所时应
主动配合体温筛查、健康码或行程
卡查验等。

五、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非必要
不安排出境旅游。如确需外出，服
从旅行目的地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归来后要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

六、避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从中高风险等级地区入（返）达
时，须持有到达目的地前7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
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
码”，并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

七、14天内与确诊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行动轨迹有
交集的人员，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报
备，主动接受社区健康管理。

八、外出就餐应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选择规范、安全、卫生的饭店
或餐厅，使用公筷公勺，拒食野味；
购物、消费时尽量使用扫码支付和
无接触配送。

九、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海鲜、禽
畜肉类等冷链食品，接触、加工冷链
食品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洗手
消毒，餐（厨）具使用生熟分开，用后
及时清洗消毒。

十、家人及亲朋好友一旦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在做好防
护的前提下，就近至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活动
轨迹及接触史等。

达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
指挥部

2020年12月31日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达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关于做好元旦期间个人疫情防控的健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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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巴山 意象疯长
——窥探龙飞个人画展“意象巴山” 廿年锻剑

包惠在仁和新城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