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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河北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河北
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指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指示

—— 一论举全省之力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

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大力弘扬践行“红船精神”和塞罕坝精神
为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汇聚强大动力

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致信祝贺

广州

︽
财富

︾
全球论坛开

幕强调

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新华社广州 12 月 6 日电（记者王慧
慧、叶前）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6
日上午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方
嘉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诚挚的欢迎。他
指出，本届论坛聚焦全球发展面临的关
键问题，与会嘉宾就此交流思想、建言献
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前不久召开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
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
领和发展蓝图。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2017 年
《财富》全球论坛 12 月 6 日在广州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
幕之际，我谨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
贺！对各方嘉宾来华出席会议表示诚挚
的欢迎！

本届《财富》全球论坛以“开放与创
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全球
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会嘉宾就此交
流思想、建言献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具有积极意义。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我们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
革，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持续释放发
展活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
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动力更足、
人民获得感更多、同世界互动更深，将为
全球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景，
有基础、有条件、有动力实现稳中有进、持
续向好。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经营环境将更加开放、透明、规
范。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
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热忱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
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中外
经贸合作美好未来！

预祝 2017 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2月6日

习近平的贺信

□本报评论员

日前召开的全省扶贫脱贫工作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刻分析我省脱贫攻坚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作出
具体部署。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扶贫脱
贫工作的重要指示，切实增强贯彻落实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脱贫攻坚作
为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担当、极其庄严
的历史使命、极其紧迫的重大任务，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抓紧抓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
之切，特别是对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
群众充满深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 6 次视察河北，每次都强
调扶贫脱贫工作，并先后深入保定市

阜平县和张家口市张北县等地，亲自
视察指导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这些重要指示，彰显了党中央推
进脱贫攻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人民
的关怀和厚爱，给全省人民以极大鼓
舞，为我们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最根本的遵循、最有力的指导。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四建磊） 12月6日
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 《弘扬“红
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传达弘扬

“红船精神”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
贯彻落实意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塞罕坝机械林场重要批
示精神，审议省委省政府 《关于大力
弘扬塞罕坝精神、深入推进河北生态
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决定》。省委
书记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2005
年发表的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
释了“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的

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
大 旧 址 和 南 湖 红 船 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为我们学习弘扬践行“红船精
神”指明了方向。要提高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时代价值，深刻领会“红船精神”所
承载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要结合时代特点，宣传“红船精
神”，传承“红船精神”，弘扬“红船
精神”，切实肩负起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历史使命。要把学习践行“红
船精神”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大力弘扬西柏
坡精神结合起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
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切，奋力开启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
征程。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
坝机械林场作出重要批示，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
北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期望重
托。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12 月 5 日被
联合国授予 2017 年“地球卫士奖”，
是河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精神、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大实践成果，

为国家和民族增了光、添了彩。要进
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精神上来。要深刻把握塞罕坝
精神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持续推
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要切实履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坚持把塞罕坝机械林场
先进事迹作为鲜活教材，切实强化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
会氛围，加快推进河北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许勤会见韩国江原道知事崔文洵一行 今日导读
我省明年1月1日

起开征环保税

全 省 分 三 类 区 域
实施三档税额标准

＞＞＞见第二版

扩大工业设计
服务供给

——《关于支持工业
设计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解读（中）

＞＞＞见第五版

冬日塞罕坝的百万亩人冬日塞罕坝的百万亩人工工
林海呈现出别样的美丽林海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记记 者者 贾贾 恒恒
赵海江赵海江 田田 明摄明摄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在我省
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奋力书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中国绿”赢得世界掌声
——在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

奖”颁奖现场

明年，我想到塞罕坝林场看一看
——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工业设计助力转型升级·政策解读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中 国 样 本中 国 样 本 ””
——写在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写在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地球卫士奖地球卫士奖””之际之际

＞＞＞见第三版

□记者 赵书华 李 巍 曹 智

这一刻，全世界都听到了来自中国河北
塞罕坝的故事，一个书写人类勇敢和美丽自
然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

12月5日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三届
世界环境大会颁奖现场，塞罕坝三代建设者
代表高高举起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奖“地球
卫士奖”的奖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
例接受来自世界的掌声。

此时的内罗毕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而一
万多公里外的塞罕坝，已是白雪皑皑、寒风凛
冽，塞罕坝的务林人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
寒中，修剪树木、护林防火，像守护婴儿一样
守护着那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这样的执着与
坚守，深深刻在塞罕坝林场55年成长的年轮
里，刻在三代塞罕坝人“绿了青山白了头”的
跋涉中。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亲手把奖杯颁
给塞罕坝建设者代表。他说，塞罕坝建设者
们的实践经验，不仅对华北、对中国意义重
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也是很好的鼓励
和启迪。

来自尼日利亚的代表伊多乌说，塞罕坝
的经验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可以唤醒一种
意识。尼日利亚分四个区域，其中北部区域
大面积的沙漠，吞噬了很多土地，很少有人会

想到去改变，去通过种树让环境变得更好。
塞罕坝的故事可以更好地唤醒保护和改造环
境的意识，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

中国奇迹，世界惊艳；中国样本，世界
意义。

塞罕坝，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力量，提供了
环境治理的中国经验，传递着绿色发展的中
国理念。

绿色奇迹震撼人心
中国精神感动世界

瘦削的枝条洒脱伸展，一颗颗的红色果
实在雪地中分外显眼。

寒冬时节，在塞罕坝褪去绿色的林海中
穿行，不时能看到一种特别的植物——华北
忍冬。它们的根深扎在高寒沙地中，即使大
部分被冰雪覆盖，仍然顽强地绽放出亮眼的
红色，展现着生命的光彩。

华北忍冬倔强的脾气，十足的韧性，正如
使命在肩、百折不回的塞罕坝人。

京城北眺，内蒙南望，塞罕坝，曾经的美
丽高岭，历经一百多年的砍伐、战乱、山火，到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变成飞沙走石、人迹
罕至的茫茫荒原。稀疏的植被，脆弱的生态，
如果再进一步恶化，这片位于平均海拔1500
米高岭上的黄沙就会伴着西伯利亚寒风，一
路长驱直入，刮到180公里外的北京去。

今天，红松洼的“一棵松”已经是塞罕坝
的“功勋树”。当年，专家们就是找到了这棵
孤独挺立在荒原上的百年落叶松，才让国家
下定决心，要把大型机械化林场建在塞罕
坝。它是这里百万亩人工林海世界奇观的起
点，也是一个绿色使命和初心的起源——
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55年前

从天南地北集结上坝，抱定的就是坚决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誓将荒原变绿洲的信念！

今年 58 岁的于瑞林坐在塞罕坝北曼甸
林场四道沟营林区宿舍的玻璃窗前，凝望着
对面山坡上那些冬日里变成烟灰色的树木，
感慨万千。还有不到两年他就要退休了，对
那些和自己工龄一样长的树，他真的是难舍

难分。
这片正值壮年的林子有好看的云杉，有

挺拔的落叶松，也有部分是樟子松。他清楚
地记得，这些树是 1978 年栽植的，那是他成
为 塞 罕 坝 林 场 正 式 员 工 的 第 二 个 年 头 。
1977 年 10 月 28 日，塞罕坝发生了罕见的雨
凇灾害，一夜之间，（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王博）12 月 6 日，省
长许勤在石家庄会见了韩国江原道知
事崔文洵一行。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代表王东
峰书记，对崔文洵知事一行访冀表示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省情。他说，
前不久，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伟大
思想旗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对中国未来发
展、全球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筹
办冬奥会等重大国家战略，为河北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窗口期和
战略性机遇期。当前，全省上下正在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全力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战略思想在河北落地落
实。河北愿与江原道一起分享战略机
遇，深化务实合作。

许勤说，江原道平昌和河北张家
口因冬奥会而结缘，河北愿与江原道
在奥运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将派代
表团赴平昌学习借鉴场馆建设、设施
运营、赛事组织、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
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加强在冰雪运动
员培养、发展冰雪产业等领域的对接
合作。许勤预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
成功。江原道在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
染方面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在环保
技术、环境修复治理等领域加强合
作。河北还愿与江原道建立教育交流

机制，实行互派留学生计划，深化双方
在旅游、文化、制造业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许勤希望以多领域合作为基础，
增进双方感情，加快正式缔结友好省
道关系。

崔文洵热情邀请许勤在明年平昌
冬奥会期间访问江原道。他对河北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
价，表示将积极介绍办奥经验，为河北
代表团访问平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
望双方继续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在教
育、旅游文化等方面开展更加务实高
效的合作，加快推动两省道直接通航，
促进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朴炳垠、
副省长王晓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
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