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导读

第二大经济体在多重挑战中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中国经济底气和信心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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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原雪）7 月
18日，河北省政协系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国
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到会指导并
讲话，省政协主席叶冬松主持并
作汇报。

王正伟对我省政协系统学
习研讨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给予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是推进新时代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抓
好学习贯彻是全国政协系统的
重要政治任务。希望大家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开展学习研讨活动的重要
意义，更加自觉主动地抓好抓实
各项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深入地学、全面系统地学、
联系实际地学，不断提高理论素
养、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要进
一步把学习研讨活动引向深入，
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
果，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
效、创新发展。

叶冬松在主持时表示，全国
政协十分重视地方政协学习研
讨活动，王正伟副主席专程到会
指导。省委关心支持政协工作，
王东峰书记对开好理论研讨会
作出指示。全省政协系统要认真
贯彻全国政协部署和王正伟副
主席讲话要求，落实王东峰书记
指示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重要思想，不断把学习研讨活
动引向深入，努力用学习研讨新
成效推动政协工作新发展。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高志
立出席并代表省委对全省政协
系统深化学习研讨活动，更好履
职尽责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出要求。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省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市、
县政协，省民主党派及专家学者
代表作交流发言。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7 月
18日，在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
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联
酋《联邦报》、《国民报》发表题为《携
手前行，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
章如下：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哈利法总统邀请，我将于 7 月
19 日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我今年首次出访的第一
站，也是我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
访问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

中阿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早在 2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通
过古代丝绸之路互通有无、相知相
交。7 世纪，双方又打通了海上贸易
往来通道，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阿
拉伯半岛、东非、欧洲，阿拉伯香料和
珍珠也登船经印度洋前往中国。

1984 年中国同阿联酋建交，掀

开了交往合作的崭新篇章。过去的
34 年，是两国传统友好深化发展、民
间往来迸发涌流的活跃时期，中国
人民不会忘记 2008 年中国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阿联酋政府捐
款 5000 万美元所体现出的患难真
情。过去的 34 年，是两国快速发展、
在欧亚大陆两端创造发展奇迹的时
期，如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阿联酋也成为阿拉
伯世界的发展绿洲。（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阿联酋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携手前行 共创未来

本报讯（记者郭东）7 月 18
日，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资本”）在雄安新
区举行揭牌仪式，成为在雄安
新区落户的首家央企资本投资
运营平台。该公司是中国石化
布局新兴产业的投资平台，主
要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
环保及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注册资本100亿元。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主要负

责人表示，在雄安新区注册成
立的中国石化资本公司，将成
为中国石化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能源化工公司的重要力量。资
本和金融板块是中国石化的主
营业务之一，成立资本公司目
的就是通过财务投资发现战略
投资机会，向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
聚焦，（下转第四版）

首家央企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落户

“中国石化资本”
在雄安新区揭牌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日
前，三友集团年产 20 万吨功能
性、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竣
工投产。该项目由两条年产10
万吨的生产线组成，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粘胶短纤维生产线。

近日，记者走进三友集团
新建成的 20 万吨粘胶短纤维
项目的纺练车间，只见由天然
纤维素制成的粘胶，经过纺丝、
精炼、烘干等工序，变为一团团
雪白柔软的短纤维。

“该项目应用了我们 51 项
自有专利和 12 项自主研发新
技术，在装备水平、单线能力、
综合能耗、环保水平、自动化程
度、单位成本等 6 项指标上达
到国内同行业第一。”三友集团
化纤公司副总经理于捍江指着
正在运行的精炼机、烘干机、铺
毛槽等设备告诉记者，那些都
是企业自主研发、目前属同行
业最高装配水平的主机设备，
实现了我国粘胶短纤维装备的
大型化、高端化、柔性化。单线
生产能力达 10 万吨/年，全球
第一。

此外，该项目还在国内同
行业首次应用“16效闪蒸”等新
技术，（下转第五版）

□记者 林凤斌

南义乌、北白沟。
一台缝纫机、一张案板，从上世纪70

年代末传统手工作坊制作起步，发展到
目前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产品行
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白沟这个位
于保定市、面积 54 平方公里的小镇，已
从最初的马路市场蝶变为年成交额
1200多亿元的品牌化经营的商贸城，被
誉为“中国箱包之都”。

今日的繁华有时会让人忘却来路
坎坷。其实，这个全国起步最早的商品
市场，它成长的每一步都曾伴随着质疑
和压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草根经
济百折不挠、顽强生长？

回望白沟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能
够清晰地听到突破与改革的铿锵足音。

经历过野蛮生长，品尝过成
长阵痛，但白沟人认定：再难也不
能走回头路

设施完备、装修考究，建筑面积 50

多万平方米的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
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近日，在
四楼北部一个档口里，人过中年的高
桥村商户刘建正忙着接待来自沙特的

采购商。
刘建做箱包生意的历史，可以说就

是白沟市场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
白沟箱包业萌芽于高桥村。上世

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那种简单的
“老头包”很是流行，“头脑活络”的刘
建及一些村民照样制作，在街上摆摊
售卖。（下转第五版）

从“马路市场”到“箱包之都”
—— 白沟演绎草根经济传奇

日前，顾客在宽敞明亮的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内选购箱包。 记者 陈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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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粘胶短纤维
生产线在三友集团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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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装备水平、单线
能力、综合能耗等六
项指标国内同行业
第一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王成果）七月
的坝上草原，景色怡人、绿意浓浓。7 月
18日晚，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暨旅游文化推介会在如诗如画的承
德坝上草原开幕，八方宾客共赏“京畿
福地”盛景，共品“乐享河北”风情，共谋
旅游发展大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东峰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勤致辞并推介河北旅游，省
委副书记赵一德主持。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致辞。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
王东峰，代表 7500 万河北人民，向大会
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
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交
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
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产业。30多年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实施旅游兴县
战略，组织修建荣国府景区，开创了国内
旅游“正定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

美丽中国，燕赵大地是华彩的一
章。跟随 PPT 演示的精美图片，许勤与
现场嘉宾一起走进河北、感知河北、乐
享河北，穿越冰雪天地、辽阔草原、碧海
金沙、苇绿荷红，领略河北自然风光之
美、传统民俗之美、革命圣地之美、历史
文化之美，多姿多彩的旅游胜境令现场

嘉宾赞叹不已、心生向往。
许勤在推介中说，河北环绕北京，东

临渤海、南望中原、西倚太行、北枕燕山，
是全国唯一兼有海滨、平原、湖泊、丘陵、
山地、高原的省份。这里，自然与人文相
映成趣，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森林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丰富自然景观，以
及6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一大批文
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胜地，可以带您感
受自然造化，体味历史积淀。这里，传统
与现代相互交融，蔚县剪纸、唐山皮影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梆子、武强年
画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北草原
音乐节、承德国际旅游文化节等十大节
庆旅游亮点交相映彩，为您带来燕赵民

俗的独特风情，让您体验现代旅游的随
性适意。这里，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河
北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绿色打造为河北最鲜明的底色，有从

“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的人间奇迹塞
罕坝机械林场，还有坝上草原、衡水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美景，让您感受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

许勤说，“京畿福地·乐享河北”是
品牌，更是承诺。当前，习近平主席亲
自谋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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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在河北叠加交汇，河北进入历史性窗
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旅游业也迎来更
加广阔发展空间。（下转第四版）

第三届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旅游文化推介会在承德开幕

走 进 河 北 感 知 河 北 乐 享 河 北
以旅游为媒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王东峰宣布开幕 许勤致辞并推介 赵一德主持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杨玉）7 月 18
日下午，在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东峰在承德市坝上草原会见出席大
会的中外嘉宾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勤，省委副书记赵一德参加会见。

王东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
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
感谢。在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后，王东峰说，河北内环京津、外沿渤
海，区位优势独特，历史底蕴深厚，旅游
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践行新发展理

念、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促进
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着力营造优质旅
游发展环境、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培育
壮大更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扎实
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东峰指出，旅游业是朝阳产业，
是推动全省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
径。本届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风光
秀丽的承德坝上草原和塞罕坝机械林
场举行，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实际行动。省委、省政府将通过
不断创新完善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机制，完善旅游发展规划，大力丰富旅

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搭
建广阔旅游市场平台，形成常态长效机
制，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中央有关
部委、国内外旅游组织、市场主体等的
合作，加快河北旅游产业发展步伐，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希望各位嘉宾更
多关注河北旅游产业，到河北旅游休闲
度假，投资兴业发展，开展务实合作，共
创美好未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祝
善忠，国际旅游联合会主席埃里克·杜
卢克等中外嘉宾表示，河北既有光辉灿
烂的历史文化，又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更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筹办北京冬奥会等难得机

遇，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今后将积
极宣传推介河北，助力河北旅游产业加
快发展。

会见前，王东峰、许勤、赵一德等出
席第三届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项目签
约仪式。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 85 个重
点旅游招商项目和 90 个重点旅游扶贫
项目，总投资规模 4730 亿元。本次签
约仪式筛选出 25 个重点项目进行集中
签约，总投资 1422 亿元，涉及休闲度假
综合体、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旅游
业态，涵盖了体育、文化、农业、康养、航
空等特色领域。

省领导范照兵、周仲明、夏延军、
苏银增，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
关活动。

王东峰在会见出席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中外嘉宾代表时强调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持续推进全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许勤赵一德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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