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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龙威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10 月 4 日 20 时 18 分在
黄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 54岁。

龙威飞同志，1963 年 8 月出生，安徽省歙县人，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4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歙县公安局
民警，黄山市公安局徽州分局民警、刑警队副队长、政治协理
员、行政秘书科科长，徽州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徽州分局
局长、党委书记，休宁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黄山市公安局
屯溪分局局长、党委书记 ,黄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调研员，黄山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龙威飞同志的遗体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上午 7 时 50 分
在黄山市殡仪馆牡丹厅火化。

中共黄山市委政法委员会
2017年 10月 6日

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信息系统
改造升级暂停业务办理的公告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职工：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厅部署安排，为对住房公积金信

息系统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接入全国统一的住房公积金结算应
用系统，确保新旧信息系统数据准确、完整、顺利地完成交割，黄
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含区县管理部）将于 2017年 10月 30
日至 11月 3日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贷款等业务，在
此期间进行核对信息、迁移数据、升级系统等工作。

请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职工根据公告，调整好
相关业务办理时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咨询服务热线：12329
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年 9月 30日

www.huangshannews.cn
山高水远，风雨同行；万里路遥，不忘初

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

考察调研 50 次、累计 151 天，纵横跨越中国
版图。

一串串坚实的足迹，连接昨天、今天和明
天。为了履行人民至上的承诺，为了担当民
族复兴的使命，为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
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脚踏实地，
植根沃土，这是践行庄严承诺的足迹

深圳莲花山，苍翠欲滴。
那棵高山榕，枝繁叶茂。五年前，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在这里种下此树，
播下希望。

翻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程又一程。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丈量祖国

大地，用真心聆听人民心声，用实干履行庄
严承诺——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
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
格的答卷。”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

一段段难忘的场景，一个个感人的瞬
间，记录下习近平总书记这五年的考察足
迹。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春风拂面、万物生长。他来到大包干发

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沿田埂步入麦田察看
小麦长势，又走进当年 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
的院落，强调“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
常新”。

大暑时节、骄阳似火。他深入湖北鄂州
市长港镇峒山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垃圾压
缩转运站、无动力污水处理站、秸秆气化示范
基地，了解城乡一体化建设情况，强调要“把
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秋高气爽、硕果累累。他走进北京师范
大学、北京市八一学校，同师生们一起欢度
教师节，称赞广大教师是打造中华民族“梦
之队”的筑梦人。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他冒着零下 30多
摄氏度的严寒，奔赴地处边陲的内蒙古兴安
盟阿尔山市，走进困难职工家中，察地窖、摸
火墙、看年货、坐炕头；他牵挂着群众取暖过
冬，专程到北京京桥热电有限公司考察冬季
供热情况。

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与人民同呼吸、与
时代共命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
渝的初心，是扎根人民的力量之源。

他走得远——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
山区、大别山区……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已经一一走到，实地指导脱贫攻坚；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 20 周年、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
年，同港澳同胞广泛交流，指引“一国两制”新
实践；深入边关哨所、走进连队营房、踏上军
事演习的前沿阵地，发出强军兴军的号令。

他看得全——每到一地，住房、养老、就
业、医疗、教育，凡是百姓关心事都一一察看
过问；筹办北京冬奥会、大飞机制造、安全生
产、传统文化保护……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
问题，都是考察调研的重点。

他问得细——“建新房多少钱”“粮食够
不够吃”“孩子上学要走多远”“家里是旱厕
还是水厕”……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念
兹在兹。

他想得深——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破局
开路？决战脱贫攻坚怎样精准施策？建设
生态文明还有哪些短板？制约创新驱动发
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调查研究、深邃
思考，为改革发展稳定把脉定向。

风雨兼程，从未停歇。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

决 基 本 生 活 问 题 ，我 们 就 不 能 安 之 若
素”——行程万里，人民至上，这是彰显为民
情怀的足迹

2015 年 2 月 13 日，陕西延川，冬日的暖
阳照向大山深处的梁家河村。

阔别 40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这里。“我
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
亲，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

脚印串串，步步情牵。每到一地调研，
走进贫困村、贫困户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必选项”。
“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

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到 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
军令状。”

牵挂有多深，誓言就有多重。
人民，让他始终牵肠挂肚。总书记考察

的脚步走得很远，他同人民贴得很近。
聚焦贫困群众的生活。在湖南花垣县

十八洞村特困户施齐文家，总书记向老人仔
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走进老人家中的小木
房，揭开米箱盖子，看粮食够不够吃。

聚焦干旱地区百姓饮水。甘肃定西，缺
水干旱，总书记专程到引洮供水工程工地考
察，叮嘱当地干部，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要
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聚焦灾区家园重建。黑龙江同江市八
岔赫哲族乡八岔村，因一场特大洪灾使全村
家园被毁。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灾后重建顺
利开展，家家住上了新房，收入有了提高。
总书记对这里的乡亲们说，共产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说到就要做到。

一次次互动交流，总书记心中人民至上

的信念自然流露。
来自人民的总书记，深知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有多热切。不断向四面八方延伸
的足迹，将总书记同人民无法割舍的深情厚
谊，植根于神州大地。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边行边思，调查研究，这是开拓事业新局的
足迹

2017 年 2 月 23 日，华北平原雪后初霁。
清早，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南海出发，驱车 100
多公里，专程前往河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核心区概貌。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
度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在规划图前，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察看区位、规划状况，详
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区域内的地质水文条
件等情况。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随着设立雄安新
区消息发布，人们很快了解到，作出这一重
大战略决策，党中央经过了怎样一番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做好
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这也是他不辞辛
苦、奔走基层的一个重要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过程，也是一
系列重大战略的决策部署过程。

改革，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浙江舟山群岛新
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在考察中，习
近平总书记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调研的重
要议题，边行边思，明确方向。

创新，同样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
关键词。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开
发区……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入
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习近
平总书记观看光纤通讯、3D 打印、生物质能
源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一个国家只是经济
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在考察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盾构总装车间时，习近平总书
记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
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
出路在于创新。

在福建的新大陆科技集团，习近平总书
记勉励企业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

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
占领国际市场。

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我们
仍要自力更生。

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次又一次
将目光聚焦到绿水青山。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在云南洱海、在
青海察尔汗盐湖、在黑龙江黑瞎子岛，留下
了他的身影，也留下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生动实践。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
之。”

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为党和国家
的重大决策、重点规划、重要会议广泛听取
民意、统一各方思想——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制定过程
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经济发达的华东地
区、扶贫攻坚任务繁重的中西部地区、加快
振兴发展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谋划好“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考察。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广泛深入调查研
究，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
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程。

“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
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这是迈向伟大复兴的足迹

沿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
内考察的足迹，一段段红色追寻，激励人心、
给人启迪。

2013 年 7 月，河北西柏坡纪念馆，习近
平总书记在一块展板前驻足良久。

“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
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

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
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
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
有清醒的认识……”总书记边看展板边说。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这里也是共产
党人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的生动课堂。

福建古田会议会址、陕西延安杨家岭党
的七大会址、贵州遵义凤凰山南麓红军山烈
士陵园、江西井冈山八角楼革命旧址群、安
徽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宁夏固原将台堡红军
长征会师纪念馆、山西吕梁晋绥军区司令部
旧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
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行程表，为他的这
句话，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索着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
战略谋划。

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
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等来到国家博
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

由此，一个梦想被点亮，在亿万人心底
激荡，汇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
京外考察，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
东。

在深圳莲花山，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
千：“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

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
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从广东回京半个多月，习近平总
书记又不辞辛劳，踏着皑皑白雪，往来
奔波 700 多公里，专程探访河北省阜平
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在
那 里 ，他 提 出 ，看 真 贫 、扶 真 贫 、真 扶
贫。

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总攻号角吹响。

考察调研一路走来，传递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时
代声音，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大
势的深刻洞察，对时代命题的准确把
握，对开创未来的责任担当。

在上海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设计研发中心，习近平总书记登上
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勉励工程技术
人员“用前进的目标激励自己，用比较的
差距鞭策自己，力争早日让我们自主研
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

3年后，C919一飞冲天。从立项到
下线，穿越 10个春秋，汇聚了 22个省市、
200多家企业、近 20万人共同的努力。

“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
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在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面对数
百名企业员工，习近平总书记即兴讲
话。热情洋溢的话语，感染了现场每个
人，掌声经久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同人民群众交流互
动的一幅幅场景，连接成 13 亿多人共
逐梦想的壮丽画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的一串串足迹，折射出 960多万平方
公里广袤大地上万马奔腾的时代步伐。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正带领 13 亿多中国人民，向着“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昂首阔步，开启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霍小光、王绚、何雨欣、吴晶晶·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聆听伟大复兴的时代足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