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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3 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
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
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习近平强调，即将过去的壬寅虎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团结奋
斗，凭着龙腾虎跃的干劲、敢入虎穴的闯劲、坚忍不拔的韧劲，
书写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团拜会，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出席。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意融融，各界人士齐聚一

堂、共迎新春，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上午 10 时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步入大厅，同大家挥手致意、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我们胜利召开了党的二
十大，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我们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保持增长，粮食喜获丰收，就业
物价基本稳定，民生保障扎实，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科技成
果捷报频传，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坚实
步伐，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据病毒变化和防疫形势，不断优化疫情防

控措施，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
少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 我们成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我们隆
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我们坚定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
动权。我们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广交朋友，为动荡不安
的国际环境增添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这一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党和人民一道拼
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实践表明，只要党和人民始终站在
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
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步伐。

习近平指出，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希望与挑战并存。 我们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努力实现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推动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顽强拼
搏，就一定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习近平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
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要笃实好学，尊重实际，不违背规律，不盲目
蛮干；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为
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
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被称为瑞兔、玉兔，代
表着机智敏捷、纯洁善良、平静美好。 吉兔呈祥，象征中华大地
愈发安宁祥和、生意盎然、朝气蓬勃。 (下转四版)

在变与不变中前行
春节的时间，如果按公历来算，每年都在变。 但我们

的新春祝福不变。 忙碌了一年，我们选择在此时，向全市
人民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淮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
友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2022 年，极为重要、极具挑战。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诸多挑战中稳中前行。 回首这一年，有涉滩之
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但全市上下一起扛起来、拼
出来、闯过来。 我们无惧风雨，拥抱变化，全力以赴，以不
凡、敬平凡、创非凡，更加坚定了发展的信心。

这一年，我们深入实施五大攻坚行动，经济社会发展
变得更具“韧性”。 六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百亿级工业项
目实现“零突破”，传统大煤大电格局得到改变，越来越多
新项目开工投产， 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就业。 小田变大
田，农民兄弟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九连丰，“全
国托管看安徽、安徽托管看淮南”得到更广泛认同。 S1 线
寿县段开工建设，合淮同城化迈出实质性一大步。 西部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加紧建设， 沉陷区水面成为光伏发电
的主战场，风光火储氢一体化推进，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
设蹄疾步稳。 引江济淮试水通航， 淮南迈向港口经济时
代。 最大城中村姚家湾开始拆迁了，文明城市创建引领城
市面貌不断翻新。 举办“政重企事圆桌会”“企业家下午
茶”，越来越多外来投资者看好淮南投资淮南。

这一年，我们用心用情办好百姓“暖心事”，群众生活
变得更有“质感”。 大家期盼已久的室内菜市场，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街头街区；老年朋友们，在社区食堂吃上了可口
的热饭热菜，还可以到老年大学写字、唱歌；停车的难处，
也得到了一定缓解；抬头望向天空，可以看到白云、蓝天
和一轮明月，空气也有了青草的清香。 大家流连在市图书
馆的书香阅读，沉浸于 1952 文化街区的年味，这些都是
我们下大力气解决历史遗留“老大难”问题的不懈努力。

2022 年，在一个个、一样样、一桩桩叙事体系中，我们

每个人都感同身受，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从疫情防控一线
的医务人员、志愿者到守护万家平安的武警官兵、公安民
警、消防救援人员，从勇立潮头的科研人员到勇于开拓的
企业精英， 从世代守望的父老乡亲到奋斗他乡的游子故
人，从冲在前面的党员干部到辛勤工作的广大群众，环卫
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大家携手并
肩、拼搏奋斗，共同见证参与了我们所生活这座城市的精
彩蝶变。 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主角，每个人都是不平凡
的英雄，都值得为自己点赞！ 在这里，我们向大家真诚地
道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苏轼有句话“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
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意思是
说，再大的变化，都只是天地一瞬。 而不变的，是我们的希
望和信心。 这是我们赋予淮南这座城市恒久不变的一个
关键词。 无论是身边的微末变化，还是城市的巨大变迁，
折射的都是转型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不变”的是我
们对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热切向往与不懈追求， 是重拾昔
日荣光、加快淮南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390 万人民的小温
暖、小确幸，与这座城市的大发展、大跨越紧密相连。

我们深知，让淮南发展得更快更好，让大家生活得更
加幸福更加满意，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干，还有很多很多
工作要做。2023 年，我们将把奋斗与实干作为新一年最好
的“打开方式”，一笔一画将宏伟蓝图从“大写意”绘制成

“工笔画”，尽心尽力成就家家户户的“小愿景”、实现老老
少少的“新期盼”，奋力推动现代化美好淮南建设开好局
起好步。

2023 年，愿你我信心在身，携手向未来、共前行！
祝福全市人民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祝愿淮南的明天更美好！

中共淮南市委书记 任泽锋
淮南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志强

2023 年 1 月 21 日

张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 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座谈会

广开言路听取意见建议 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1 月 20 日上午， 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志强主持召
开市政府党组 2022 年度民主生活会会前
征求意见座谈会，广开言路听取对市政府
党组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开
好民主生活会打好基础。市政府秘书长戴
宜斌出席会议。

会上，来自市直部门、乡镇（街道）、社
区、医院、企业的部分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代表等结合各自

所在领域和工作实际， 围绕工业强市、营
商环境、城市建设、财政绩效、基层治理、
医疗改革、 教育发展等方面直奔主题、踊
跃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张志强认真倾听、仔细记录，详细了解
有关问题情况， 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
一回应。他说，大家站在淮南发展大局的高
度提出了很多宝贵中肯的意见建议， 体现
了对淮南发展的热切期盼，听后深受启发。
会后将对这些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采

纳吸收、交办督办，结合实际创造性加以解
决，推动政府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张志强强调， 要提振发展的精气神，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自信自
强 、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增
强志气、勇气、底气 ，在加快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要增强发展的
执行力，做到想干、会干、敢干 、善干 ，把
想法变成办法、 说法变成做法， 做就做
好，干就干成。 (下转四版)

张志强督导市场保供、安全生产和应急值守工作时指出
用心用情全力保供应保安全保稳定
让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 1 月 20 日下午 ，市委副书

记、 市长张志强深入大型超市、 走访市
直有关部门， 督导市场供应、 安全生产
和应急值守情况， 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
工。 他强调，要全力保供应 、保安全 、保
稳定， 让群众过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副
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晁友福， 市政府秘
书长戴宜斌参加活动。

联华超市 、 大润发超市内人流涌
动、购销两旺 。 张志强详细了解商品供
销 、食品安全和消防情况 ，并与购物群
众交谈后指出 ，要将更多优质地产品纳
入供应体系，确保市场供应量足 、质优 、

价稳；要树牢底线思维 ，完善工作机制 ，
强化隐患排查处置 ，确保重要场所安全
有序。

在市应急局， 张志强亲切看望值守
人员。 张志强说， 应急管理事关城市安
全， 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 畅通指
挥体系， 强化物资储备， 坚决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 张志强
认真了解值守情况， 并向公安干警致以
新春祝福。 他说， 全市公安系统为促进
社会平安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大
家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为稳经济 、促发

展、保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在市信访局联合接访中心， 张志强

向信访系统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他指
出， 要强化为民服务， 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早、 化解在小， 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在市政府总值班室， 张志强与值班
人员亲切交流， 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
制度，强化部门协同 ，畅通信息渠道 ，确
保群众平安过节。 张志强还看望慰问了
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勉励大家鼓足
干劲，扎实工作，不断提升办公室 “三服
务”工作水平。 （本报记者 周 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 近 平 发 表 讲 话

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出席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3 年春节团拜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3 年春节团拜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同首都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 新 春 贺 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