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起点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激励广大公安民警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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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5 日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
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
民警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关心关怀，学习公安英模事迹、弘扬公安英模精
神，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历史主动精神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公安
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表示，公安刑侦部门一定将深
切关怀转化为奋进动力，把对党忠诚落实到新时代使命
任务中，落实到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中，坚决捍卫国家政

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作为一名基层派出所所长，我从韶山冲走进人民大
会堂，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湖南省韶山市公安局韶山
冲派出所所长夏厦说，
“我一定把总书记的关爱关怀和表
彰大会精神带回去，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职责使
命，
不断奋发进取。
”
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闫键
飞是这次受到表彰的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北京冬奥
会期间，他和战友们鏖风战雪，像钢钉一样牢牢“钉”在岗
位上，
圆满完成了各项安保任务。
（下转 03 版）

习近平会见第九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第九次全国信访
工作会议 25 日至 26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
会议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向全国信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
示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韩正
参加会见。
25 日上午，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
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郭声琨参加会见并在会议上讲话。他指
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
“四
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牢
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深入实施
《信访工作条例》，奋力谱写新时代信访工作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发挥更大
作用。
会议表彰了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受表彰代表等作了发言。
丁薛祥参加会见，肖捷参加会见并在会上
作总结讲话。
◀5月25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王沪宁、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九次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
新华社发

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一次全会在广州召开
李希当选为省委书记 王伟中孟凡利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李希王伟中孟凡利林克庆宋福龙张福海陈建文张虎王曦袁古洁张晓强王瑞军当选为省委常委
李希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5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
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
李希受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主席团委托主
持全会。新一届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
席全会，省纪委委员列席全会。
全会选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李希、
王伟中、孟凡利、林克庆、宋福龙、张福海、陈
建文、张虎、王曦、袁古洁、张晓强、王瑞军当
选为省委常委，李希当选为省委书记，王伟
中、孟凡利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关于省纪委
常委和书记、副书记选举结果的报告。
新当选的省委书记李希在全会上作讲
话 。 李 希 指 出 ，省 第 十 三 次 党 代 会 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赋予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使
命任务，深化实施“1+1+9”工作部署，明确了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
为实现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是新
一届省委班子的重要政治任务和工作主题。
李希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
扛起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团结带领
全省干部群众奋力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在
新 征 程 中 跑 好 我 们 这 一 棒 的 高 质 量 ，向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向广东父老乡亲交出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书

5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全会选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副书记。
南方日报记者 王辉 李细华 张冠军 万稳龙 摄
一份合格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忠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

实际行动上。时时事事处处向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看齐，自觉按照总书记、党中央指
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工作，严

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成长为全省又一重要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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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格执行省委坚决落实“两个维护”十项制度机
制，在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上不断展
现新气象新作为。
（下转 03 版）

程、
豪情满怀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 ‘两个确立’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奋力
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李希同
中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新的辉煌”
作为主
志代表十二届省委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
题贯穿始终，
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
深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
入分析面临形势，
明确提出今后五年工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全面部署各项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
作举措，是指导广东未来一个时期工作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把
“忠诚拥护
的施工图、任务书。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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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吕玉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和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琴办联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栋 罗汉章 通讯员
朱宗报道：5 月 26 日下午，市委书记、省
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印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会议和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琴
办联席会议，传达学习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
我们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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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栋 罗汉章 通讯员
朱宗报道：5 月 26 日下午，市委书记吕
玉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及省有关
部署要求，听取我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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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定
信心、攻坚克难，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热线：
2611111

珠海传媒印务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的影响。一要继续立足“前、早、防、细、
快、灵”，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关口前移，持续加强中高风险地区
来珠返珠人员的落地排查和健康管理，
坚决阻断疫情输入风险。时刻做好应急
处置准备，
完善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
强
化实战实训和预案管理，确保一有情况
及时有效应对处置。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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