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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跃跃在我省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依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本报讯（记者四建磊、张
岚山、焦磊）11 月 14 日至 1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沈跃跃率全国人大环资委
调研组就北方冬季清洁取暖
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到我
省石家庄市、衡水市、沧州市
进 行 专 题 调 研 。 11 月 14
日，省委书记王东峰汇报工
作并陪同调研。

在冀期间，调研组召开
座谈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及有关地区和部门工
作汇报，并深入三地企业、城
市社区、村镇农户、环保部
门，详细了解气代煤、电代
煤、企业锅炉淘汰、西气东输
工程、VOC 污染治理、冬季
清洁取暖、大气污染热点网
格监管等方面工作。

沈跃跃指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准确领
会十九大精神实质，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原原本本学，反复深入
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
学，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对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战略部
署，牢固树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
态文明观。着力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深入贯彻实施环境
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全
力抓好冬季清洁取暖和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加快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要依法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坚持全国人大和地
方人大上下联动、相互配合
的工作机制，扎实做好人大
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监督和代表议案、建议办理等各项工作。

王东峰指出，河北省把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和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重要指
示的政治职责，作为践行“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实际行动，作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重大任务，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时强调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 通讯员李溢
春）石家庄至济南客运专线（以下简称

“石济客专”）从 10 月 12 日先期开始联
调联试以来，进展顺利，即将转入全线
开通试运行阶段，预计 12 月下旬正式

开通。11 月 16 日，笔者到石家庄东
站、衡水北站进行了实地探访。

石济客专开通后，将有复兴
号、和谐号动车组列车上线运行，
目标时速250公里

11 月 16 日 8 时 27 分，石济客专联
调联试试验车从石家庄东站呼啸而过，
通过速度达到250公里/小时。

石济客专从 10 月 12 日先期开始
联调联试以来，按照工程进度已先后
基本完成联调联试任务。截至目前，
列 车 逐 级 提 速 已 先 后 完 成 时 速 为
160、 180、 200、 220、 230、 240、
250、260 公里和线路最高运行时速
275 公里的检测和设备调试任务。

石济客专工程部部长高永强介
绍，石济客专联调联试已进入收尾阶

段，12 月将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
12 月下旬正式通车。现在北京铁路
局管内每天有 4 组试验车往返于石家
庄站与平原东站之间，目前各项测试
指标表现良好。特别是“高铁立硬
币”倒或不倒的关键指标——轨道不
平顺质量指数首次低于 3.0，这意味
着列车运行的平稳度、旅客乘车的舒
适度都更高。目前，测试车已实现硬
币立起来或矿泉水瓶倒立均持续长时
间不倒。

石济客专开通后，将有和谐号、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线运行。列车将
以时速 250 公里运行，从石家庄到济
南将由原来的 4 至 7 小时缩短到 80
分钟。

（下转第三版）

联调联试即将转入开通试运行阶段

石济客专将于 12 月下旬开通

本报讯（通讯员卢艳丽 记者解
丽达、孟宪峰）11 月 11 日，廊坊市广
阳区北旺乡潘庄村东北的一片蓝色围
挡里，堆着成捆的劈柴，不时有村民用
车辆把家中不用的劈柴运送过来，工
作人员一一称重、登记。“我们在全乡
设立了 2 个燃煤和 7 个劈柴集中存放
处。自北旺乡作为全市的试点开展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八清零’行动
至今，仅 10 余天时间，就清理燃煤
2267 吨、劈柴 1352.5 吨，收缴燃煤炉

161 个。”北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辛
鹿介绍。

这是廊坊市全面启动2017-2018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
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
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廊坊
市委书记冯韶慧说，廊坊坚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坚持全
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

廊 坊 是 京 津 冀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1+2”核心城市。今年1至10月，全市
空气质量改善及各项防治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但形势依然严峻。“‘打赢蓝
天保卫战’反映了党中央对治理大气污

染的坚定决心，也是对广大人民的庄
严承诺。蓝天保卫战是为了人民，也
要依靠人民。”廊坊市市长陈平说，从
现在开始，廊坊各地各部门将合力攻
坚，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出真招、用
实招，攻坚克难、精准发力，扎实推进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从 10 月 26 日起，廊坊市大气办
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八清零”
行动进行安排部署。以北旺乡为试点，
要求城中村、城边村，（下转第三版）

廊坊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记者赵红梅 通
讯员齐婕） 11 月 16 日 10 时，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渠村乡南湖
村的沉沙池进口闸闸门被缓缓
提起，滚滚黄河水通过引渠，
经过沉沙池过滤后北上，奔流

入冀。至此，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开始
试通水。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省
委、省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改善我省
中东部农业和生态用水状况的
重要基础设施，也是雄安新区
生态水源的保障项目。该工程
自河南省濮阳市渠村新、老引
黄闸取水，（下转第四版）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开始试通水

正式通水后年均引黄
河 水 量 6.2 亿 立 方
米，其中向白洋淀生
态补水1.1亿立方米

□本报评论员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
设美丽中国新的目标、任务、举措，
进一步昭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

和决心。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就必须深刻领会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
重大部署，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的十
八大确定的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并从推进绿
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
环境监管体制等 4 个方面，提出了
今后 5 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任

务。大政方针已定，目标任务已
明，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不折不扣抓
好落实。

理 念 引 领 实 践 ，认 识 决 定 行
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
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推动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下转第三版）

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⑩

王东峰在阜平县调研检查时强调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转化为脱贫攻坚
实际成效 让老区人民和贫困群众日子越过越好

付志方在省政协机关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时指出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
实 现 政 协 工 作 新 跨 越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11
月 16 日，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在
省政协机关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
作用，与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交
流。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
政协各项工作，在党的十九大
精神引领下实现政协工作新跨
越。省政协秘书长郭大建主持
宣讲会。

付志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含义和来
源，阐述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的主要精神，分析了党的
十九大关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的新要求，并就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促进机关建设提出
了指导意见。

付志方指出，党的十九大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在
协商民主大格局中的定位，就
进一步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
出了更高要求，为做好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要继续推进政协会议协
商，使协商活动更加规范化、
制度化、程序化。要丰富和
完善协商形式，使协商计划、
选题、建议更加务实。要进
一步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和
水平，（下转第四版）

届时，石家庄到济南
运行时间 80 分钟，到
衡水1小时以内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11 月 15 日
至 16 日，省委书记王东峰到阜平县调
研，亲切看望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指导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托，凝聚信心斗志和力量，创新方式方
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老区人民
和贫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15 日下午，王东峰刚到阜平，就深
入到阜东产业园区，详细了解园区规划
建设情况。16 日一大早，王东峰轻车
简从赴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
与当地干部群众一同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共商脱贫攻坚大计。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阜平县考察指导
工作,走村入户,对扶贫脱贫和建设新
农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大家历历
在目,很受鼓舞。乡亲们畅谈党的十八
大以来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对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希
望向总书记捎句话，村里的道路和房子
都修好了，收入增加了，群众生活很幸
福，请总书记放心。看着群众脸上洋溢
的笑容，王东峰非常欣慰。他鼓励大家
齐心协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
贯彻好，共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要求落实好，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
平。王东峰还考察了天生桥镇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和食用菌生产基地，要求当
地党委、政府把惠及民生的实事办好，
把扶贫产业发展好，有效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增加群众收入，让群众从根本
上脱贫，确保可持续发展。

16 日下午，王东峰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保定市和阜平县工作汇报，

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
爱之切，对阜平县老区人民和贫困群
众更是十分关怀和牵挂。近年来阜平
县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还
很艰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
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带着深厚
感情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打好扶贫脱
贫攻坚战。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平总书记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领指导脱贫攻坚和各项工
作。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
工作和对阜平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认识做好脱贫扶贫工作的重大意
义，积极作为，担当担责，攻坚克难，如
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脱贫任务。要坚
持实事求是，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建档
立卡、动态管理。要大力推进产业扶
贫，增强贫困村内生动力和“造血”功
能，努力增加贫困群众的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要积极推
进易地扶贫搬迁，同城镇化建设有机结

合，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加
强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公共服
务，统筹解决好农村水电气路、垃圾处
理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低保等问题。
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
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
争，整治基层“微腐败”，加大扶贫领域
违法违纪案件查办力度，不断提升基层
党组织的凝聚力、感召力、战斗力，
切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政治
保障、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

省委常委、秘书长童建明，副省长
沈小平陪同调研。

11 月 15 日
至 16 日，省委书
记王东峰到阜平
县调研，亲切看
望干部群众，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指导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
贫工作。这是王
东峰在龙泉关镇
骆驼湾村看望慰
问脱贫户唐荣斌
一家，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
记者 赵 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