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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历史的回声总是铿锵有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 15
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同中外记者见面，1500 余字演讲中，
19次提到“人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始终
处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中心位置，始终贯穿于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重大方针政策、重大
工作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这个有着
8900 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将率
领 13 亿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7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
发出意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
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只要我们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始 终 同 人 民 想 在 一

起、干在一起”，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
明政治本色，是“中国之治”的

“政治密码”

10 月 1 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
枪声，59条生命戛然而止。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
恶化，经济复苏乏力，政坛恶斗加剧，
社会分裂加深⋯⋯西方模式正面临严
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西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
现，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的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
校教授辛鸣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关键密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
年来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

（下转第三版）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

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本报评论员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没
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
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六次到河北视察指导工作，每次都对
扶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我们扎
扎实实推进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推
进共享中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

些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为民情
怀，体现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让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倍感
温暖，倍加振奋。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牢记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坚决贯彻落
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脱贫攻坚
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全力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脱贫
攻坚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五年来，全省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贫困人口大幅
减少，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
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其中，全省平均
每年减贫 100 万人左右，贫困发生率
从2013年底的9.84%下降到2016年底
的3.89%。

（下转第四版）

坚决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
——六论以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周洁）10月11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范照兵主持召开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会议
审议了关于提高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质量相关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的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王增力，副主任马兰翠、王刚、张
杰辉、宋太平，秘书长赵曙光出
席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主任会议

本报今日5至12版推出喜迎十九大特刊——

燕赵展宏图燕赵展宏图

□记者 王峻峰 任学光

细雨蒙蒙，青山滴翠。10 月 10 日
上午，记者冒雨来到平山县西柏坡
村。从村口远远望去，一栋栋灰墙蓝
顶的小洋楼映入眼帘，宽阔的石板路
通往各家各户。街道两侧，农家旅馆
的招牌古色古香。

村口一座依山傍水的四合院，是
71岁的老党员闫朝书的家。院子里的

石榴树、梨树枝繁叶茂，农家小院充
满生机。前几年，闫朝书把自家的四
合院改造成了家庭旅馆，日子越过越
红火。

“发展红色旅游，让我们村子越来
越美，游客越来越多，村民收入越来越
高，大伙儿的生活越来越好。”闫朝书
一口气连用四个“越来越”表达内心的
喜悦。

“党的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您
老有啥期待啊？”记者问。

“别看咱是老百姓，党和国家的大事
情，咱也关心着哩！请总书记放心，西柏

坡老百姓的日子好着呢！十九大即将胜
利召开，咱打心眼里高兴，因为肯定又会
带给我们更多好消息、好政策，我们的好
日子还要朝前奔哩。”说起即将召开的盛
会，闫朝书老人满怀期待。

村民闫青海热情地招呼记者到他
家里看看。“你们看，这是新买的大冰
箱，孩子从网上买的，4000多块钱。”在
他家的厨房，记者看到抽油烟机、净水
器等新电器。“现在啊，我们吃的用的
不比城里人差。”说起现在的生活，老
人心满意足。

（下转第四版）

柏 坡 岭 下 听 心 声
开栏的话

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努力将新区打造成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

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

雄安新区：绘制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画卷

特刊以手绘加图片长卷的形式，设置“逐梦京津冀”“培育新
动能”“塑造生态美”“携手奔小康”四个主题板块，截取燕赵儿女
五年砥砺奋进的生动图景，展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
时代画卷。

本报讯（记者郭东、张伟亚）白洋淀生
态修复三大目标确定、10661家“散乱污”
企业被关停、546个纳污坑塘开始分类施
治、年底前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100%⋯⋯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全省上
下凝聚共识，上下同心形成治污强大合
力，一项项行动营造起“人人关心环保、人
人支持环保、人人监督环保”的浓厚氛围，
为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奠定了
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新区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切实负起责任，坚决保护生态
环境，坚决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推动各项
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常委、副省长，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表示，新区上下把握好“绿色生态宜居新
城区”的定位，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要求落实到新区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
每一个环节中，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行者和示范城。

“雄安新区规划将体现蓝绿交织，蓝

色主要是指‘华北明珠’白洋淀，绿色则
是大面积的植树造林。”雄安新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确保新区蓝绿空间
占比 70%以上，这意味着，新城的绿色
生态面积非常大，基础设施、生产生活占
地则不能超过30%。

深化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
划，加快恢复“华北之肾”功能。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既要利用白洋淀自然生态
优势，又要坚决做好白洋淀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要求，新区确定了白洋淀生态
修复的三大目标。实施生态补水、河道
治理、纯水村搬迁、淀区清淤的综合治
理，狠抓坑塘、河道、垃圾、“散乱污”企业
整治等“十个专项治理”，强化水质改善、
生态恢复、提高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修复
举措，规划建设环新区、环淀区带状森林
绿色屏障，为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
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打好底色。

抓好重大环境问题整治，开展河道
垃圾集中清理行动。按照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下转第三版）

““华北明珠华北明珠””白洋淀淀区美景白洋淀淀区美景。。 记者记者 贾贾 恒恒 赵海江摄赵海江摄

共盼盛会，共度十九大时光，是
7400多万燕赵儿女的殷切期待。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之
际，本报走基层记者小分队奔赴全
省各地，报道基层一线干部群众欢
欣鼓舞迎盛会的喜悦心情、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实际行动。在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我们将与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一起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用“走起来”

“深下去”的鲜活报道，展现河北
人民爱党跟党走的决心和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信心。从今天起，本报开
设“十九大时光”专栏，连续推出
来自基层一线的现场报道，与全省
人民一起共度难忘的“十九大时
光”，敬请关注。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颂党恩”文艺队成立了！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10 月
11 日，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带领
部分省政协常委到石家庄市正
定县、鹿泉区视察。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和对河北重要指示
精神，着眼长远发展，走好符合
自身实际的转型升级之路。省
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
辉，省政协副主席姜德果，秘书
长郭大建陪同视察。

在正定，付志方一行实地考
察了古城古貌恢复工作，认真听
取正定县规划建设有关介绍，仔
细询问全域旅游发展情况。付志
方对正定县古城保护工作取得的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古
城恢复工作不宜急于求成，要着
眼长远发展，注重把握古城建筑
主基调，在保留古城原有风貌的
基础上，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发展好，（下转第三版）

付志方在石家庄视察时指出

着眼长远发展 走好符合
自身实际的转型升级之路

近日，“颂党恩”截瘫伤员文艺队的部分队员与医护人员在活动室排练歌曲
《感恩的心》。 记者 张 昊摄

□记者 霍晓丽 汤润清

10 月 1 日，细雨微凉。一大早，唐
山市截瘫疗养院三十多名截瘫伤员就
摇着轮椅聚集到院内的小广场上。8
时整，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
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精神饱
满，齐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
自己站了起来。去年7月28日，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前来看望我们，我们十分激
动。党的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大家十
分期待，也特别想跟总书记说，这一年多
来，我们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截瘫伤员
李冬梅的一番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活出精彩的人生”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作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
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暖暖阳光穿透明亮的玻璃窗，倾泻
在疗养院宽敞的活动室内。近日，记者
来到疗养院，看到截瘫伤员们坐着轮椅，
一边练习唱歌一边练习手部动作。一曲
终了，欢快的笑容洋溢在大家脸上。

2016 年 7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唐山，到截瘫疗养院看望了生活
在那里的截瘫伤员。总书记亲切勉励
大家，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

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我们每
个人都要珍惜生命、追求健康，努力创
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牢记总书记嘱托，去年 9 月初，唐

山市截瘫疗养院成立了“颂党恩”截瘫
伤员文艺队。许多截瘫伤员加入其中，
伴奏、歌唱、朗诵⋯⋯大家时常聚在一
起，你拉我唱，你诵我和，不亦乐乎。

每天进出康复室的门口，截瘫伤
员 高 清 峰 都 十 分 激 动 。 一 幅 高 1.8
米、宽 1.6 米的大照片，挂在门口北
侧的墙上，照片中，面带微笑的总书
记和他亲切攀谈。

想起那个幸福的时刻，高清峰脸
上笑开了花。“握手前很紧张，一握手，
紧张的心被融化了。和总书记交流，
像和家人聊家常一样。”

他告诉记者，这一年多来，加入了
文艺队，常常和大家一起搞活动，精神
越来越好；健身器材更新了，天天坚持
锻炼，身体越来越好；闲暇时和大家下
几盘象棋，开电动轮椅车到附近的公
园逛逛，生活越来越带劲儿。

回忆起和总书记见面的情景，文
艺队成员杨玉芳、高志宏夫妇像孩子
似的笑个不停。“总书记特别平易近
人，直到现在，我们好像还沉浸在那种
幸福快乐当中。”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的重要
指示，对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更加明确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目
标和方向。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