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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资阳日报社与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共同举办的

“这城市有爱”有奖征文活动，历时 5 个
月，近日揭晓，共有 35篇征文获奖。

这次有奖征文活动，紧紧围绕“‘红
细胞’传温情 这城市有爱”主题展开，内
容涵盖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服务
联盟开展的各项公益活动，“红细胞”志

愿者服务社会、造福民生、传递爱心的感
人事迹，深化“红细胞”工程建设、打造

“有爱之城”城市名片、唱响“这城市有
爱”的意见建议等，共收到省内外征文
169 篇，经过评委会各评委严肃认真评
审，分别评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5名、三
等奖 8名及纪念奖 20名。（获奖名单详见
三版）

“这城市有爱”有奖征文活动揭晓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4月 12日，市
政协主席陈莉萍到雁江专题调研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推进情况。她强调，要搞
好结合、统筹推进，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市政协副主席张光禄陪同调研并
主持调研座谈会。

调研座谈会上，陈莉萍对雁江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指出，雁江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部署要求，坚持把脱贫攻坚作
为当前的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政治站位高、行动迅速、成效显著。
特别是在发展致富产业、夯实脱贫基
础、凝聚工作合力、强化政策兜底、补齐

精神短板等方面，雁江做了不少积极有
益的探索，确保了中央、省、市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

对于下一步工作，陈莉萍强调，要在
结合上做好文章，把脱贫攻坚相关工作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为实现
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在创新上
做文章，对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特色亮点
工作进行总结提炼，把好的发展运行模
式上升为经验和机制，更好服务于脱贫
工作，实现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此前，张光禄带队先后到乐至、安
岳，就两县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推进情
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搞好结合统筹推进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陈莉萍调研雁江脱贫工作

新华社三亚4月 12日电（记者 李
宣良 吴登峰）奋进新时代，扬帆新航
程。4 月 12 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
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
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
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
迫。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治军，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
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
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海南花团锦簇，南海春潮涌动。9时
许，习近平来到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码头，
登上执行检阅任务的长沙舰。检阅舰按
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
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军乐队奏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在飞行甲板检阅
舰艇仪仗队。随后，检阅舰鸣笛起航，在
护卫舰艇拱卫下，向阅兵海域进发。

此刻，人民海军 48 艘战舰铁流澎
湃，76架战机振翅欲飞，10000余名官兵
雄姿英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海上阅兵，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
豪迈亮相。

舰阵如虹、白浪如练……这挺进深
蓝的壮美航迹，凝聚了近 70年来人民海
军的不懈奋斗，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巨大成就。

10时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
军司令员沈金龙、政治委员秦生祥报告
海上编队集结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
始的命令。

伴随着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受阅
舰艇按作战编组组成战略打击、水下攻
击、远海作战、航母打击、两栖登陆、近
海防御、综合保障等 7个作战群，以排山
倒海之势破浪驶来。受阅飞机组成舰
载直升机、反潜巡逻作战、预警指挥、远
海作战、对海突击、远距支援掩护、制空
作战等 10个空中梯队，在受阅舰艇编队
上方凌空飞过。水下蓝鲸潜行，海面战
舰驰骋，天上银鹰翱翔，汇成一部雄浑
的海天交响曲。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
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
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饱含
深情，官兵的回答铿锵有力。统帅和官

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这次海上阅兵，辽宁舰航母编队精

彩亮相，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
战飞机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后列装舰
艇占受阅舰艇一半以上。

检阅完海上编队后，习近平前往检
阅舰驾驶室，透过舷窗观看受阅编队航
行情况。舰艇编队乘风破浪、浩浩荡荡。

11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指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

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一路
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
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
军，正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党和人民为英雄而光荣的人民海军感
到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要求海军将士们，全面贯彻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光荣传统，努力锻造听党指挥、政治
过硬的海上劲旅。全面深化改革，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
量，着力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系，努力
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和水
平。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大抓实战化
军事训练，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听
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决捍卫国家权益，
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表示坚信，人民海军一定能
够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新时代不断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长时间的
热烈掌声。

海上阅兵结束后，习近平察看了辽
宁舰歼－15 飞机起飞训练情况。轰鸣
声中，4 架战机先后腾空而起，直插云
霄。尔后，习近平前往检阅舰海图室，
在航泊日志上郑重签名。

习 近 平 对 海 军 官 兵 一 直 牵 挂 在
心。中午时分，他来到水兵餐厅，同水
兵共进午餐，关切询问大家的学习、训
练、生活情况。检阅舰停靠码头后，习
近平在前甲板接见官兵，同大家亲切握
手，合影留念。官兵们簇拥在习近平身
旁，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分别的时候到了，全舰官兵依依不
舍。舰艇仪仗队再次在飞行甲板整齐列
队，以海军特有的礼仪向习近平致敬。

习近平的检阅为受阅部队开展实
战化军事训练注入了强大动力。受阅
部队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迅即开赴训
练海域，一场跨区实兵演练在海上全面
展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
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
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检阅海上编队。 新华社发

□ 张虎 韩菊芳

清明时节，一场久违的春雨飘
洒到干旱饥渴的乐至大地上，然而
为期一天的降雨并没有缓解乐至严
峻的旱情。

据了解，自 2016年以来，乐至县
降水量持续偏少，连续出现秋、冬、
春“三连旱”，严重影响居民生产生
活用水。

面对严重的旱情，乐至紧急行
动，围绕保春耕、保人饮、保稳定狠
抓落实，全力打响抗旱保卫战。

率先垂范
领导干部深入抗旱一线

旱 情 就 是 动 员 、灾 情 就 是 命
令。面对严重的旱情，省、市领导高
度重视，多次到乐至专题调研旱情
形势和抗旱工作。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经常深入抗旱一线，调研指
导抗旱救灾工作；多次召开抗旱专
题会，对旱情进行研究部署。

“要全力做好抗大旱、保民生、
促生产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旱
灾带来的损失，坚决打赢抗旱保供
水保民生促发展这场硬仗。”乐至按
照“县级领导包镇、乡镇部门包村、
村包组”的原则，层层落实抗旱工作
责任，县级领导带头落实抗旱工作
责任，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协调推

动面上工作，深入一线，到旱情最严
重的地方解决具体问题。

各乡镇部门结合“三下基层转
作风、三进三帮促发展”活动，动员
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蹲点开展
抗旱工作，为受灾群众出主意、想办
法，帮助农民群众解决抗旱和春耕
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抗
旱工作不留死角，努力夺取抗旱救
灾工作的全面胜利。

“经常都有干部在田坎上转，想
法帮我们抗旱，我对抗旱有了底
气。”在旱情最严重的金顺镇，当地
村民邓军看到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开
展抗旱工作，心里十分感激。

部门联动
各司其职抗“旱魔”

3 月 26 日，在乐至县全胜乡罗
家沟村旱育秧“田间课堂”上，来自
该县农业局的农技专家龚明江从苗
床准备、种子选择、播种技术等方面
向村民讲解旱育秧技术，深受欢
迎。“今年天太干了，没办法育水
秧。”村民龚大利在听了旱育秧技术
后，决定改走旱路育旱秧。

为打赢“抗旱攻坚战”，乐至树
立“一盘棋”思想，通力协调配合，加
强对旱情雨情会商研判，切实抓好
调度、组织、协调等工作，打好“抗旱
攻坚战”。 （下转二版）

乐至：凝心聚力抗“旱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