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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贡宪云 寇国莹

寒冬腊月，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
低温中，我们从阜平县龙泉关镇出
发，沿着一条新修的柏油路，来到了
骆驼湾村。

2013 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曾到这里访贫问苦。在这里，总书
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
军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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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口是刚修建好的文化广场和
停车场，村内“望京路”宽阔整洁，将
古色古香的大戏台、村史馆，与一座
座青水瓦、木条梁、滴水檐、花格窗的
太行山民居建筑连接起来⋯⋯在冬

日阳光的照耀下，卧在太行山环抱里
的骆驼湾村宁静而美丽。

春到骆驼湾，在村头、地头、炕
头，记者细听村民们娓娓讲述这里的
新春新事。

“老名人”的新生活——

住新房、享医保，生活过得有滋味

走进骆驼湾村“一号院”，门上悬
挂着一对大红灯笼。推门一看，屋内
陈设简单、地面整洁，却没有人在。

“老唐早搬家了。走，去他的新
家看看。”赶过来的村党支部书记顾
瑞利说。

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坐在唐荣斌
家炕头上和他唠家常的照片，让不少

人记忆犹新。老唐由此也成了名人，
许多来骆驼湾旅游的人都特意来他
家看看。

老唐的新家离“一号院”不远，是
个二层小楼，灰瓦木门，玻璃窗子，样
式古朴典雅。唐荣斌跟老伴正在二
楼廊道上挂灯笼、贴福字。

过年了，老唐的孩子们陆续都回
来了，儿子在县城打工，赚了些钱，买
了辆面包车。三个女儿出嫁了，日子
也过得挺顺当。（下转第三版）

春到骆驼湾：又是一年好光景

宏晞、颢凝等香港“少年警讯”成员：
你们好！很高兴收到你们亲手

制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心，字
也写得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感
动，谢谢你们！

贺卡上的照片让我想起了去年
在“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跟你们
见面的情景。你们个个朝气蓬勃，
展现了香港青少年向上向善的精神
风貌。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
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你们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
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
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
港、报效国家。

春节到了，祝你们和你们的家
人，祝香港所有青少年朋友们，新春
愉快、万事如意！

习近平
2018年2月14日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习近平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在春
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14
日给香港“少年警讯”成员回信，感谢
他们寄送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勉励
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早日成才，
并向香港广大青少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很高兴收到
你们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
心，字也写得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
感动，谢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贺卡上的照片让我
想起了去年在“少年警讯”永久活动
中心跟你们见面的情景。你们个个
朝气蓬勃，展现了香港青少年向上向
善的精神风貌。祖国和香港的未来，
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你们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
解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
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
港、报效国家。

“少年警讯”成立于 1974 年，是
香港警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年
进行法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平台，迄今已累计吸引 100 万名青
少年参与，会员超过 21 万人。去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在香港考察了“少年
警讯”永久活动中心暨青少年综合训
练营，看望了正在训练的香港青少
年。近日，当时参加见面活动的郭宏
晞、罗颢凝等 22 位“少年警讯”成员
亲手制作了一张新春贺卡，表达对习
近平主席的节日祝福，并期望能与习
主席再次见面。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周 楠
张玉洁 范 帆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12 日在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
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清醒
认识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
艰巨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
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

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
坚战推向前进。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
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鼓舞人心，让扶
贫干部工作更有干劲儿，（下转第二版）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香港

﹃
少年警讯

﹄
成员给习近平寄送新春贺卡

习近平回信祝福勉励香港青少年

本报讯（通讯员郭迎春 记
者邢杰冉）省气象台预计，2 月
16 日至 18 日，全省大部地区以
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条件比较适
宜外出活动。

具体来看，16 日白天，全省
晴间多云。16 日夜间到 17 日
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

台、邯郸、衡水、沧州晴转阴，其
中 17 日傍晚前后开始，邢台、邯
郸 有 小 雨 ，其 他 地 区 晴 转 多
云。17 日夜间到 18 日白天，全
省阴，南部和东部地区有雨夹
雪或小雨。石家庄市主城区 16
日 至 18 日 最 高 气 温 分 别 为
8℃、5℃、8℃。

今天全省晴间多云适宜外出
18日南部和东部有雨夹雪或小雨

□本报评论员

2 月 2 日，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正式
挂牌成立。2 月 14 日，全省 11 个设区
市及所有县（市、区）全部完成监察委
员会挂牌工作，我省纪检监察事业站
在了新起点，开启了新征程。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
革，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整合反腐败工作
力量，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
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
监察委员会，（下转第三版）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奋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刘荣荣 通讯员刘
正军）2 月 14 日，青县、灵寿县监察委
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如期
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委组建挂牌，全省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监察委员会作为履
行监督职能的专责机关，与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在党委统一领导
下开展工作。

在推进改革试点工作过程中，省
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主责，精心组织
施工，蹄疾步稳推进改革试点工作。省
纪委认真履行专责，切实抓好组织实
施和具体落实，站稳改革第一个台阶、
系好第一颗扣子，认真研究制定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紧紧抓住人员转隶、机
构设置、工作交接等重要环节，排出
施工图、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员、完成
时限，着力做实做细基础工作。省市
县三级纪委和检察院领导层层同转
隶干部谈心谈话，推动改革试点工作
尽快从机构整合实现思想融合，并兜
底式清理现存线索和在办案件，做好
转隶过程中案件和问题线索交接工
作。全省各级人大、组织、宣传、编办、
检察、公安、法院等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积极协调配合，有力确保了改革
顺利推进。

为不断促进职能、人员、业务、思
想、理念深度融合，凝聚“进一家门、成
一家人、说一家话、干一家事”共识，提
高履职尽责能力，（下转第三版）

我省省市县三级监委全部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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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孙
振泽在山坳里喂养蛋鸡。2017年，老孙和
同村的两户农民合伙办起养殖场，目前散
养蛋鸡 400 余只，平均每月卖鸡蛋收入
4500多元。 记者 赵永辉 张 昊摄

◀2 月 9 日，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
唐宗秀（左一）一家人在挂灯笼迎新年。
唐宗秀凭借家中4亩多地的土地流转金
和老伴的务工收入，已实现了稳定脱贫。

记者 赵永辉 张 昊摄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在举国欢庆、
万家团圆的大年除夕，省领导十分挂念
坚守在一线的城市建设者。2月15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来到石家庄市地
铁 3 号线一期工程施工现场，亲切慰问
干部职工，同大家座谈交流，一起包饺
子、吃年夜饭，共度新春佳节。

石家庄市地铁 3 号线是省会重点

公共交通工程，该线建成运行后，将大
大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方便广大群众出
行。王东峰、许勤来到水上公园站，认
真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当了解到
春节期间仍有 50 多名职工坚守岗位，
奋战在施工工地，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推
进时，他们给予充分肯定。王东峰、许
勤走进职工中间，与大家握手交流，亲
切询问收入情况，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

困难，叮嘱大家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并
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

随后，王东峰、许勤来到工人生活
区，与农民工代表及家属进行座谈交
流。施工队工班长王青，农民工代表张
坤、前进阿布，农民工家属代表刘敏先
后发言，介绍了工作和生活情况，表达
了建设石家庄、服务河北的坚定决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王东峰

说，春节是万家团聚的日子，员工们为
了省会的建设，舍小家、为大家，拼搏奋
战在一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农民工
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涌现的一支新型产业大军，是推动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平凡岗位上创
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河北改革发展稳
定的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广大农民工
及职工们的辛劳付出和努力。全社会
都要铭记农民工和广大职工们的奉献，
营造劳动者最光荣、劳动者受尊重的浓
厚氛围。

王东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职
工和农民工非常关心，寄予殷切期望。大
家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希望大家立足本
职、努力奉献，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
科学管理、注重效率，为新时代全面建设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王东峰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要更多地关心关爱广大职工和农民工，
积极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农民工工资按
时支付，维护广大职工和农民工合法权
益，充分发挥广大职工和农民工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省会处处洋
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王东峰、许勤与
农民工围坐在一起包饺子，一起吃年夜
饭，共话一年来的辛劳和收获，畅谈未
来的期盼与希望。大家坚信，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祖
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河北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省领导童建明、邢国辉和省政府秘
书长朱浩文参加看望慰问。

王东峰许勤看望慰问石家庄地铁建设一线职工

向舍小家为大家的建设者
致以新春祝福和崇高敬意

2月15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来到石家庄市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施工现场，亲
切慰问干部职工，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共度新春佳节。 记者 赵 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