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全面排查解决老旧小区供暖问题
绝大多数老旧小区目前已达标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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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
谭晶晶、郑明达）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
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21日在北京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建设丝

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是加
强沿线各国民间交流合作、促进民
心相通的重要举措。希望与会代表
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共商推进民心
相通大计，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

解和友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开幕式上宣
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他表
示，（下转第二版）

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在京开幕

习近平向论坛发贺信祝贺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部署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
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
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从来信中，我
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
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
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习近平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
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
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 年来，一代
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
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
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

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习近平表示，乌兰牧骑的长盛不

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

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
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

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
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

乌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
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
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
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具有“演出、宣传、
辅导、服务”等职能，深受广大农牧民
欢迎。1957 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
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目前，内蒙古
草原上活跃着 75 支乌兰牧骑，每年演
出超过 7000 场。近日，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况，
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
贡献的决心。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
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

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
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
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
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
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
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
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
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
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
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
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
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
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长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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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乌兰牧骑队员

永做草原上“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本报评论员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
想、新理论为标志。

党的十九大鲜明地提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
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取得
的重要理论成果和重大历史贡献。奋
力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着
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特
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
性。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
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
大时代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
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行

动指南，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过去五年，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理
论的支撑”，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在迅
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
斗争中赢得胜利；进入新时代、踏上新
征程，我们只有进一步强化理论自觉和
理论自信，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有力传播者，才能更好地凝聚智
慧和力量，不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
前进。

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

质，牢牢把握“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
持”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
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
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
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
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八个明
确”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并
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概括为“十四个坚持”。这

“八个明确”，高度凝练、提纲挈领地点
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下转第三版）

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二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奋力
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征程

河北省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
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名单

＞＞＞见第五版

全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展学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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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了 让 城 市 更 美 好
——邯郸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上图为工作人员在搬运
秸秆。右图为工作人员在检查
原料输送装置运行情况。

近日，南宫市将使用秸秆
等生物质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
热，输送到城区1.6万多户居民
家中。秸秆回收利用成为南宫
市供暖新热源，年可节约标准
煤10万吨。 新华社发

本报讯（本报记者）11 月 21 日，在
全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400多名学
员原原本本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并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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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坚定自觉地贯彻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各项决策部署，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九届五次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等主题，

分组进行了热烈讨论。
参加研讨班的省领导和其他学员

一起参加了学习讨论。
8 时 30 分，离分组学习开始还有

半个小时，许多学员已来到各小组讨论
室，认真阅读《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
本》。“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继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迫切
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省教育厅厅长刘教

民说，“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
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大群众所
掌握，必将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学员们对此十分赞同，大家认为，
“这要求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领悟
蕴含其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
断开创各方面工作新局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9 时整，分组学习开始，在各小组讨论
室，一位学员领学十九大报告，其他学
员全神贯注听、认认真真记。

新思想引领新实践。“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最根本的就是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使科学理
论转化为工作动力。”晋州市委书记陈
慧明说，（下转第四版）

南宫：秸秆成宝贝
居民供暖不用煤

□记者 赵晓清 梁韶辉 贡宪云

滏阳河畔，千年古城，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热潮涌动！

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000多万邯郸群众，见证并感受着家园
在文明创建中的变化：一项项温暖人心
的“民生套餐”相继出炉，一件件得民心
顺民意的实事好事落到实处，崇德向善
风尚浸润城乡，文明旋律持续回响⋯⋯

创城惠民——把关系群众
利益的事办成办好

整洁干净的街道，粉刷一新的楼
道，整齐划一的车位⋯⋯初冬时节，走

进邯郸市邯山区隆润社区棉一生活区，
优美的环境赏心悦目。

变化缘自几个月前的环境攻坚战，
这个建成30多年的小区清除了积存多
年的垃圾、满墙的小广告、367 处违章
建筑⋯⋯满心欢喜的居民将“为民办实
事，创城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社区党
支部。

棉一生活区的变化，是邯郸主城区
1172个老旧小区在创城中“大变脸”的
缩影。

邯郸是老工业基地，老旧小区几乎
占到主城区住宅小区的一半，居民大多
是退休职工，公共设施缺失、配套不完
善、环境脏乱差。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首先瞄准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国文明城市
是一块金字招牌，也是邯郸‘十三五’规
划的重点工作，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载
体，集中全市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全域
发动、全城动员，破解多年想解决没有
解决的难题，切实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情办成、办好、办扎实。”邯郸市委
书记高宏志说。

邯郸市上下一心，老旧小区改造攻
坚行动全面展开。市区两级党委政府、
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违章建筑、基础
设施、垃圾落地、裸土覆盖、秩序管理”
集中整治，短短几个月，累计拆除违建
近 53 万平方米、清理垃圾 7630 余吨、

清除小广告 35 万余处、增绿补绿 150
余万平方米、粉刷墙面 102 万平方米，
所有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把实事好事办到老百姓的家门
口。按照“注重细节、补齐短板、过程创
建”的思路，邯郸市瞄准民生问题持续
发力，投资1.94亿元对200条道路进行
精细化维修改造，总面积达 30 万平方
米；主城区 2867 个违章占道棚亭全部
拆除、32 家集贸市场“脏乱差”问题彻
底整治；实施“最严交规14条”，规范机
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文明出行⋯⋯

以改革思维破除难题，一批创制性
的便民利民事项相继推出：针对路口车
辆通行不畅问题，（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本报记者） 新华社日前播
发长篇通讯 《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
人》，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通过认真学习长
篇通讯，进一步深切感受到总书记的领
袖风范、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我们要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
程中展现新作为。

“这篇长篇通讯是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生动教材。”我省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认为，长篇通讯全面生动展
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
的历史性成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非凡的政治智慧、巨大的政治勇气、强
烈的责任担当和许党许国的无私奉献精
神；生动描绘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力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
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全
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军队的统帅，是
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

“学习这篇长篇通讯，对于引领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努力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启新时代全面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征程，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省委省直工委常务副书记
张力红说，要把学习长篇通讯作为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引导省直
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崇敬总书记、爱
戴总书记，更加坚定自觉地维护和捍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
位，把践行“四个意识”铸牢在思想上、落
实在行动上，立足职能实际，认真履职尽
责，切实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领会好、
贯彻好。

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表
示，要把学习长篇通讯作为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
与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起来，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而信、学而用、学
而行，更加坚定不移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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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字》
等小人书的故事时说：“‘精忠报国’4 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
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