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春节前夕，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胡忠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马

宁宇，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雪松，市

政协主席石邦林分别走访慰问驻筑

部队和武警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

候和美好祝愿。

市委副书记陶平生，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本立，贵安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敖鸿，副市长陈

刚分别参加慰问。

在解放军 96794 部队和武警贵

阳支队，胡忠雄实地了解部队历史和

官兵工作生活等情况，向全体官兵致

以节日问候和新年祝福，对他们长期

以来为国防事业和贵阳贵安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过去一年，驻筑部队和武警官兵坚持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 以实际行

动服务地方发展、 守护地方平安，为

“强省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一

年里，希望大家继承光荣传统、发挥优

良作风，在完成战备训练、加强部队建

设的同时， 继续大力支持贵阳贵安发

展，与地方团结一心、军民携手，彰显

军政军民团结的强大力量， 共同谱写

拥政爱民的崭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

一如既往重视、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

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和各项保障工

作，进一步夯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的军政军民关系， 让军民共建双拥

之花在贵阳贵安广结硕果。

马宁宇来到贵阳市消防救援支

队、武警贵州省总队医院，向消防救

援队伍、全体官兵和医护人员致以节

日问候和新春祝福，感谢他们过去一

年为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重要贡献。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始终坚定政治品格，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实履行职责使

命，奋力在“强省会” 中展现新作为

作出新贡献。我们将全力为消防救援

队伍和部队做好服务保障。

聂雪松先后走访慰问了 95580

部队和贵阳警备区，向全体官兵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崇高敬意。聂雪松代表

贵阳贵安对驻筑部队为国防建设和

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鼓励大家继续深入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 发扬优良传统和作

风，在支持贵阳贵安应急处突、疫情

防控、 国防教育等领域发挥更大作

用，为积极推动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再立新功。

石邦林来到解放军第 925 医院、

武警贵州总队机动支队，向他们致以

诚挚问候和新年祝福。 他说，感谢驻

筑部队在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维护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助力贵阳贵安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希

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提

升练兵备战水平，发扬优良传统和作

风，为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

功。 我市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

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大好局面。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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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9 日，市委常委会

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措施。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忠雄

主持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聂雪松，市政协主席石

邦林，市委副书记陶平生，市委常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贵安新区有

关领导同志，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二十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 一刻不停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实际行动衷心拥

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两个维

护” 。 要加强政治监督，坚持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持续深化政治巡察，切实打

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 以有

力政治监督保障党中央、 省委决策部

署在贵阳贵安落实见效。 要推进自我

革命，牢记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锲而不

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以好作风好形象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要贯通各类监督，统筹推进纪律

监督、组织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

统计监督等各类监督力量整合、 程序

契合、工作融合，积极织密监督网络，

推动监督体系高效运转， 始终做到利

剑高悬、震慑常在。 要扛起政治责任，

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 第一责任

人责任， 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

职责， 着力锻造堪当新时代新征程重

任的高素质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为推

动“强省会”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引领贵阳多党合作和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坚定不移巩固和壮

大统一战线，为奋力推动“强省会”

行动出力出彩。 要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不断增进各民主党派市委和广大

统一战线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持续绘就

同心圆、唱响主旋律。 要充分调动党

外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更好在参政议政中

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诤言，在政

党协商中献良策。要一如既往支持各

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帮助民

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贵阳贵安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贵阳市、贵安新区有关部门和企

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本报讯 1月 19日， 市委常委会

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省两会精神和省委书记徐麟参加

贵阳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等工作，审

议有关文件和市两会有关事项。 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马宁宇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雪松，市政协主

席石邦林，市委副书记陶平生，市委

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贵安

新区有关领导同志，市检察院检察长

参加。

会议指出，省两会是在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实施“十

四五”规划承前启后关键之际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高举旗帜、振奋人

心， 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贵阳贵

安各级各部门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省两会精神，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切

实把思想统一到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省两会

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狠抓落实，明确责任分工，谋

实工作抓手， 切实把省两会精神转化

为推动“强省会”的具体成效。

会议强调，徐麟书记参加贵阳代

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站在全省发展大

局、站在贵阳贵安长远发展，对“强省

会” 行动提出明确要求、进行精准指

导，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现

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要紧盯一个定

位，就是努力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排头兵” 、 现代化建设的 “领头

羊” ，坚定不移实施“强省会” ，千方

百计提升“首位度” ，坚持“四主四

市”工作思路，狠抓“八个强”重点任

务落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

越作出更大贡献。 要发挥三个优势，

用好人口导入、 开放通道和平台载

体、交通枢纽等优势，强化与人口规

模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供给，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疏通城市交

通微循环， 全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 要抓好三个重点，坚持规划为先、

产业为要、民生为本，按照“一核三中

心多组团” 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加快

“1+7+1” 主导产业发展，深入推进城

市“一圈两场三改” 、农村“五治” 等

民生工作，着力强化省会城市功能。

会议强调， 要扎实抓好疫情防

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落

实“乙类乙管” 各项措施，严格落实

“二包一” 责任，大力推进“百千万”

五级医务人员进基层强能力，着力提

高“见医率、见药率、见干率” ，周密

细致做好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和农村

疫情防控， 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

亡率。 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层层压实各方责

任，全面排查管控安全风险、及时治

理安全隐患，严格做好对冬季用火用

电用气、 烟花爆竹燃放等安全监管，

着力强化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贵阳市、贵安新区有关部门和企

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忠雄，市委

副书记、市长马宁宇，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聂雪松，市政协主席石邦林分别

到部分副地厅级以上老同志家中看

望慰问，向老同志们致以节日问候和

美好祝愿。

胡忠雄来到老同志赵宗哲家

中慰问， 亲切询问他的身体健康、

生活起居情况，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老同志们长期以来给予贵阳贵

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感谢。 胡忠雄说，老同志们党性

强、作风正，为了党的事业、人民幸

福忠诚奉献一辈子，是贵阳贵安经

济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

证者，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贵阳贵

安发展取得的成绩， 与广大老干

部、 老同志的理解帮助密不可分。

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

市委、市政府工作，为“强省会” 行

动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各级党

委、政府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

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马宁宇先后来到老同志陈石、

张勇建家中， 悉心询问他们的健康

状况和生活情况， 向他们致以新春

的美好祝福。 他说，当前，我们正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实施“强省会” 行动，千方

百计提升“首位度” ，争做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排头兵” 、现代化建设的

“领头羊” 。 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关心

支持贵阳贵安发展， 多提宝贵意见

建议， 帮助我们推动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实现新跨越。

聂雪松分别走访慰问了老同志

王选才、蒋星恒，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每到一处，聂雪

松都与老同志们拉家常、话发展，亲

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 对他们多年来为贵阳贵安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他

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 一如既往

关心支持贵阳贵安的各项工作，多

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强省会” 凝

心聚力，共创贵阳贵安美好未来。

石邦林先后走访慰问老同志蒋

纪鸣和黑卫平， 代表市四大班子向

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感

谢他们为贵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重要贡献。 走访慰问中，石邦林关切

询问老同志的身体健康、 生活起居

等情况，就如何抢抓机遇、推动“强

省会” 深入交流， 认真倾听意见建

议，并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

余热，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贵阳贵

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共同谱写

新时代“强省会” 新篇章。

市委副书记陶平生走访慰问了

李世荣、夏文翔、韦平等老同志，感

谢他们过去为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

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们保重身体，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党委政府工

作，为“强省会” 行动贡献力量。

近期，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

常委分别看望慰问了其他老同志，向

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马宁宇聂雪松石邦林陶平生参加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和省委书记徐麟

参加贵阳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胡忠雄主持并讲话 马宁宇讲话 聂雪松石邦林陶平生参加

胡忠雄马宁宇聂雪松石邦林

看望慰问老同志

胡忠雄马宁宇聂雪松石邦林

走访慰问驻筑部队和武警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