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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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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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昨日，市委
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王瑞军率
队检查省际联合检疫检
查站疫情防控有关工
作，强调要树牢全省“一
盘棋”思想，全面落实
省、市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坚决守牢广东疫情
防控“北大门”，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王 瑞 军 一 行 先 后
到武深高速城口站省
际联合检疫检查站、城
口镇省际联合检疫检
查站，看望慰问执勤的
公安、交通、卫健等单
位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省际联合检疫检查站
工作情况，实地检查防
疫设备、防疫隔离区设
置、人员车辆信息登记
等工作，询问检测点值
班安排和工作生活保
障情况。

王瑞军强调，韶关
是广东重要的出省通
道，目前省内部分地区
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要
树牢全国、全省“一盘
棋”思想，坚持从严从
细落实省、市关于疫情
防控的部署要求，全面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坚决守牢广东疫情
防控“北大门”，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要严密
防范外来车辆和人员，
做好重点来韶车辆排
查和重点来韶人员的
健康筛查工作；严格落
实检疫检查站防控措
施，规范检查站的防疫
举措和工作流程；强化高速公路、国省道、
县乡道路等离粤通道管理，严防有关人员
违规离粤；进一步加强端午节期间的疫情
防控，安排好假期值班值守工作，坚持实行
疫情信息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公安、交
通、卫健等部门要各司其责、密切配合，落
实好 24 小时检疫查控制度，严格检测司乘
人员体温，查验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严
格执行各项管控措施；关心关爱一线值班
值守人员，科学编制值班值守班次，配齐各
类生活物资，加强后勤保障工作；相关部门
要紧密配合、协调联动，发挥工作合力，确
保疫情防控各个环节滴水不漏、万无一失。

市领导谢超武、卢春燕，仁化县、市委
政研室、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检查。 韶关日报记者 汪露蓉

王
瑞
军
率
队
检
查
省
际
联
合
检
疫
检
查
站
工
作

坚
决
守
牢
广
东
疫
情
防
控
﹃
北
大
门
﹄

下转A2版▶

本报讯 （记者 汪露蓉）昨日，市委
书记王瑞军到仁化县董塘镇调研，强调
要按照省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突出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仁化成功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带动，争当韶关生态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县，打造“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的韶关样板。

在董塘镇原广东铝厂，王瑞军实地考
察仁化县推进老工矿企业国有低效闲置资
产利用及“厂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工作

情况。他指出，要按照市委“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发展理念，围绕凡口、丹冶

“厂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试点工作，把
老工矿企业闲置用地纳入总体规划布局，
探索土地盘活利用新机制；以产业化思
维、项目化举措，立足凡口铅锌矿、丹霞冶
炼厂产业基础及董塘中心镇区位和资源
优势，探索凡口、丹冶“厂区变园区、产区
变城区”发展新路径，打造凡口绿色矿业
生态园和丹冶循环经济生态园；围绕全产
业链，承接凡口、丹冶产业链延伸项目。同

时，要以“产区变城区”支撑项目为依托，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随后，王瑞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仁化县域、镇域经济发展，低效闲置资源
资产价值化，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工作情况汇报，围绕如何推
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老工矿企业
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等内容进行深入探
讨，为仁化县域经济发展把脉开方。王
瑞军指出，仁化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中省
工矿企业工业基础良好，发展空间和潜

力巨大，要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按照
省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突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带
动，争当韶关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县，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韶
关样板。要以中心城镇建设带动新型城
镇化，结合生态功能分区，突出宜工则工、
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培育镇域经济功能
和特色产业；

王瑞军到仁化县调研

争当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县
打造“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韶关样板

本报讯（记者 黄俊）前日，市委书记
王瑞军到曲江区调研，强调要认清现状奋
力追赶，发挥优势弥补短板，自觉主动融入
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突出区位、交通
优势，坚持主城区发展定位，以更大的决心
和魄力改变产业发展旧模式老路子，加快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汇聚发展新动能，打造
韶关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长极。

在马坝镇（官陂塘）农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薪界食用菌生产基地，王瑞军深
入了解基地用地规模、菌棒生产、产品销

售、联农带农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农文旅融合发
展是释放农村活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
农民增收的有益探索，也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创新实
践，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优化营商
环境，以产业为核心、文化为灵魂、旅游为
主线，提高政策引导，创新管理模式，完善
服务体系，为农文旅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要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实现农业
现代化，提高农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做强一

产、做大二产，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形成
产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增加
农业产业竞争力。

在龙岗红色村，王瑞军实地察看了龙岗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文化研学基地和壹
品佳餐饮管理公司配餐中心，详细了解龙
岗利用红色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及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文化是乡
村振兴之魂，龙岗村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是该村发展的优势所在，要保护、挖掘、利
用好村内红色资源，立足村情，激发农文旅

融合发展潜力，促进乡村振兴。企业要把
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规
范优化配餐流程，按规处理餐厨垃圾，不断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要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前提下多元化发
展农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

随后，王瑞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
县域经济和镇域经济发展、低效闲置资源
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开展深入探讨。

王瑞军到曲江区调研

坚持主城区发展定位
打造韶关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长极

全市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打好疫情防控硬仗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省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议在广州召开

坚决打好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硬仗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希马兴瑞王伟中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吴梦雁 通讯员 徐
林 吴哲 岳宗 符信）昨日，全省端午期间
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议在广
州召开，同时套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
组（指挥部）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做好端午期间疫情
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
动、再落实。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长马兴瑞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深
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出席会议。

李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看到端午期间是
打好疫情防控硬仗的决战期、防范自然灾
害风险的紧要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的关
键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把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
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

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
要毫不放松抓好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全力
打赢疫情防控硬仗。要坚决防止端午期
间疫情在本地传播蔓延，严格精准实施分
级分类管控措施，加强重点人群排查，严
控聚集性活动，强化重点场所人流管控，

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同时要贴心细心
提供更有人情味、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保
障，让群众过一个特殊而温馨的端午节。
要坚决阻断疫情可能向兄弟省区市传播
的风险，严格人员流动和出省通道管控，
大力倡导就地过节，减少旅途风险，严防
疫情外溢扩散。要坚决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加强入境人员闭环管理、进口货物
检疫消杀和隔离点管理，强化常态监测和
重点场所防控，严防出现新的暴发点。要
精心统筹组织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工作，
优先做好重点地区重点人员接种和检测，
充分考虑高温、下雨、大风等因素影响，坚
持便民利民，实施精准预约，减少排队时
间，周到做好服务，确保接种和检测工作
安全高效有序。二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
抓好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确保社会大局平
安稳定。

本报讯（记者 吴梦雁）昨日，全省端
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议
召开后，全市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
护工作视频会议迅速召开，同时套开市新
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全省会议和省委书记李希重要讲话精
神，强调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抓好端午疫
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坚决守好广东北

大门，打好疫情防控硬仗，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市委书记王瑞军主持会
议，市长陈少荣参加会议。

王瑞军指出，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韶关作为广东的北大门，
随着端午佳节临近，人员流动聚集风险加
大，疫情防控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全省
端午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
议以及省委书记李希讲话精神，严而又严、
实而又实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作。

王瑞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

认识到韶关作为广东的北大门，严防疫
情外溢扩散、阻断疫情可能向兄弟省区
市传播，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检疫
检查站要严格按照省市疫情防控部署要
求，落实拦停检查重点地区车辆，做好离
粤车辆和人员管控，实施测温、“健康码”
绿码和行程经历查验各项工作，充分整
合利用大数据追踪等手段，对离穗离佛
出省司乘人员进行劝返，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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