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贡宪云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
河北如何从“跟跑”到“并行”，甚至在更
多领域“领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引进
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是
提高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合作，依托中国·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等重要平台，
激励措施接连出台，对接活动愈加丰富，
对外合作企业、技术合作成果不断涌现，
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和后劲。

强化平台载体，集聚全球技
术资源为我所用

这几天，秦皇岛惠斯安普医学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忠林，正忙着准
备即将举办的 5·18 经洽会的参展事
宜。“我们是国内健康管理行业的佼佼
者，这次参加 5·18 经洽会，将跟世界医
药行业的顶尖企业进行交流洽谈，最后
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很值得期待。”

由商务部与省政府共同举办的我省
唯一国家级展会—— 5·18 经洽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在去年 5·18 经洽会
举行的国外高端人才项目引进暨签约发
布会上，集中签约了 48 个项目，签约金
额77.5亿元。

“着眼于学习全球先进技术成果、开

展高端技术对接交流，我省搭建了形式
多样的国际技术交流平台。”省科技厅国
际合作处处长苏景军说，围绕京津冀协
同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等领域的技术需求，我省按照国际化、
市场化、特色化、专业化原则，着力做大
做强5·18经洽会等平台，积极举办针对
性强的产业洽谈、项目对接、专题论坛等
活动，目前已与40多个国家建立起了长
效合作机制。

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为突出高新技
术企业的主体地位，我省以国家和省级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
依托，（下转第五版）

国际技术 河北转化
——我省加快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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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 年中国·廊坊
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简称 5·18
经洽会）将于 5 月 18 日至 21 日在
廊坊举办。今年的经洽会突出“创
新 协同 开放”主题，是党的十九
大之后，我省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国
际经贸交流活动。

为 5·18 经洽会成功举办营造
浓厚舆论氛围，今天起本报推出

《我省加快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报道，全方位报道我
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推
进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举措和成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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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刘国
生）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近日举行
的《电靓河北——2017 履责报告》暨

“实施12358服务工程”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18 年至 2020 年，河北南网将
实施八大服务工程，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构建供电服
务新体系。

美丽乡村服务工程。将推进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2018 年开展“小康
用电”示范县农网建设，投资 1.6 亿元
在高阳、河间、内丘、武安 4 个县（市）
构建农网新机制，供电可靠率将达
99.86%，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 2.1 千
伏安，提前两年达到小康用电水平。

保卫蓝天电能替代工程。2018
年，完成 20 万户煤改电任务，电能替
代总量将达到88亿千瓦时。

阳光扶贫攻坚工程。2018 年，计
划投资 4 亿元完成 766 个贫困村配电
网建设改造，加快 534 个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电网接入，同步完成68个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项目电力配套设施建
设。助力阜平、涞源脱贫攻坚，投资
1.27 亿元对两县 118 个贫困村进行配
电网建设改造。

电动汽车畅行工程。持续推进公
共充电网络建设，投资3.5亿元建设城
市快充站 186 座、高速站 8 座，充电桩
1688 个。建成后，各市城区充电站平
均达到 50 座以上，主城区基本形成 6
公里充电服务圈。

能效服务示范引领工程。推进
综合能源服务示范项目建设，2018
年建成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综合能源
服务示范项目，积极争取容东安置区
等重点项目。提供实时监测、能效诊
断、设备代维、市场化售电等综合服
务，（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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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完成二十万户煤改电任务今年完成766个贫困村配
电网建设改造，加快 534
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电网
接入，同步完成 68 个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项目电力
配套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王成果）5 月
13日上午，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政治
性警示教育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精神，以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
对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开展政治性警示教
育，坚决肃清周本顺、杨崇勇、张杰辉等
人的恶劣影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进一步优化河北政治生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勤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省
委副书记赵一德等出席会议。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梁惠玲宣
读了《中共河北省纪委、河北省监察委
员会关于 2017 年以来查处的重大典型
案件及其教训的通报》。

王东峰指出，周本顺、杨崇勇、张杰
辉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严重，
影响十分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对这些腐
败分子的严肃查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以重大典型违纪
违法案件为戒，警钟长鸣，坚定自觉地抓
好反腐倡廉，深入开展政治性警示教育。

王东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始终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认识开
展政治性警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要从党员领导干部做起，坚持旗帜鲜
明讲政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清醒认识周本顺、杨崇勇、张杰辉等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危害性特别是政治
危害性，深入剖析深层次根源特别是政
治根源，全面肃清其恶劣影响特别是政
治影响，切实筑牢拒腐防线特别是政治
防线，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王东峰强调，要认真汲取周本顺、
杨崇勇、张杰辉等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
深刻教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
上彻底肃清恶劣影响。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五个过硬”要求，以案为鉴，以案
明纪，切实锤炼党性、提升政治觉悟，自
觉增强和践行“四个意识”，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坚定“四个自信”，打牢理想信
念的根基；严守纪律和规定，自觉做到

“四个服从”；坚持“三严三实”，坚守共
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王东峰强调，要举一反三抓好重点
领域的专项整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
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对张
杰辉案涉及问题线索的审查调查，全面
梳理涉及到的人和事，突出审查调查工
作重点，按照党纪政纪和有关规定提出
处理意见。要认真开展腐败问题易发多
发领域的专项整治，聚焦国土资源、国资
国企、财政资金、工程招投标、脱贫攻坚
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要全力抓好发
现和反馈违纪违规问题的集中整改，把
肃清张杰辉案影响与肃清周本顺、杨崇
勇等案件影响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发
现问题和我省巡视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
来，与“一问责八清理”整改“回头看”结
合起来，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
整改时限，坚决彻底整改。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
神抓好制度建设，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要坚持有腐必反、
有案必查，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
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
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
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
拔使用的干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腐败问题，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要
坚持改革创新、建章立制，探索建立结构
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
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建立健全国有
资产、土地招拍挂、工程招投标、扶贫资
金、财政资金使用等有效监管机制，进一
步扎牢不能腐的笼子。要坚持从严教育、
从严管理，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
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进
一步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王东峰要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严格

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
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形
成严密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以严格检
查促责任落实，以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
导压力，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许勤指出，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
实政治性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和王东峰
书记讲话要求，坚定树牢“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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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全面从严治党部署
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
把讲政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具体工作
中。要肃余毒、除影响、清源头、聚正气，
全面彻底肃清周本顺、杨崇勇、张杰辉
等人恶劣影响。坚持以案为鉴，举一反
三、检身正己，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挺在前面。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
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构建防范遏
制腐败的长效机制，一刻不停歇地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切实当好首都政
治“护城河”。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省
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成员，武警河北省总队主要负责人，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其他省级
干部；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省直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市、雄安新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王东峰在全省领导干部政治性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深入扎实开展政治性警示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许勤主持会议 叶冬松赵一德出席

□记者 闫立军 邢 云

出邢台市区沿107国道南行10多
公里，便进入沙河市。

提起沙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
工业重镇、“中国玻璃城”。但是，沙
河的区域名片不只有玻璃，和玻璃同
样 闪 耀 光 芒 的 ，还 有 这 里 的 文 旅
之美。

去年 9 月，我省公布首批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沙河榜
上有名。截至 2017 年，该市 16 个村
庄位列“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特别是
2016 年，邢台市入选的 11 个传统村
落，全部来自沙河。沙河之美，美在何
处？初夏时节，我们走进沙河，探究关

于“美丽”的答案。

生态之美，大山里绿意浓浓

“ 采 摘 园 ”“ 生 态 园 ”“ 农 家 风
情”⋯⋯“五一”前夕，记者驱车沿沙河
市维三路一路西行，进入丘陵地带之
后，宽阔的道路两侧，不同称谓的农业
园区不时映入眼帘，大大小小，带着泥
土的芬芳。

“原来这片都是寸草不生的荒岗，
现在你看，薰衣草、海棠、樱桃⋯⋯简
直就是花果山啊！”在利多现代农业园
区，南高村几位村民一边拍照，一边感
叹。当天是村里“过会”的日子，不少
串门的亲友来这里看风景。

“整个园区面积 5 万多亩，现在实
施的是一期工程，建设面积五千亩。”
园区总经理乔立森说，（下转第四版）

沙河：玻璃城折射文旅美
蹲 点 调 研

游客在欣赏精美的沙河工艺玻璃。 陈 雷摄

本报讯（记者周洁）5 月 13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
全省领导干部政治性警示教育
大 会 精 神 ，研 究 贯 彻 落 实 意
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范
照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
书记王晓东，党组成员周仲明、
王会勇、曹汝涛出席。

会议指出，省委召开政治
性警示教育大会，充分体现了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坚强决心。省人大常委会
要以周本顺、杨崇勇、张杰辉等
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
材，坚决肃清其恶劣影响，紧密
结合人大机关实际，深入开展
政治性警示教育，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下转第三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领导干部政治性警示教育大会精神

坚决把思想行动统一到省委会议精神上来
持 续 营 造 风 清 气 正 良 好 政 治 生 态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从省
人社厅获悉，2014 年实施稳岗
补贴政策以来，我省共为 6794
家企业落实了稳岗补贴政策，
在减轻企业负担、保障职工权
益、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省 人 社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我省正在实施的失业保险
援企稳岗“护航行动”，是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的服务品牌，将
持续至 2020 年。该项行动通
过对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
支持，提高企业履行稳定就业
岗位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促进
职工岗位稳定，从源头上减少
失业，（下转第五版）

2014年实施稳岗补贴政策以来

我省为6794家企业
落实稳岗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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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本报讯（记者张怀琛 通讯员张
小林）近日，我省启动民生领域系统技
术集成专项，围绕雄安新区、科技冬
奥、“双创双服”活动等，研究制定了民
生领域系统技术集成专项技术榜单，
并正式对外发布。据悉，这是我省通
过发布技术榜单征集针对具体问题的
整体解决方案的探索，也是围绕重大
和紧迫需求快速启动立项支持新机制

的首次尝试。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技术榜单，

是省科技厅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征集
技术需求，并充分征求地方政府、行
业主管部门、企业、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得来的，主要面向智慧崇礼建设，
雄安新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雄安新
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建设，城镇餐厨
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以及

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综合
利用等征集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即
日起至 5 月 21 日，凡在我省行政区域
内注册的或我省所属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均可“揭榜”
申 报 项 目 ；省 外 高 等 学 校、科 研 院
所、企业等，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
报项目。

（下转第三版）

民生领域系统技术集成专项启动

我省“发榜”征集雄安新区
多项建设技术解决方案等

重点向钢铁、煤炭、
水泥、玻璃、焦炭、火
电等行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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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唐山-安特卫普”中欧班列抵达比利时

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