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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晓清 刘剑英

盛夏时节，邱县梁二庄镇文冠果基
地，一株株文冠果树随风摇曳，沉甸甸
的果实将枝条压弯了腰。“7 月初表层硬
壳就会裂开，果仁是黑褐色的，花生米
大小，晒干后就能榨油了。”丰收在望，
河北润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高英很高兴。

从 2012 年试种，到目前北方最大

的文冠果种植基地、全国文冠果产业发
展综合示范基地——短短几年，邱县文
冠果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是如何
走出来的呢？

从无到有，打造北方最大
文冠果基地

在该县梁二庄镇坞头村东，放眼望
去，一株株 1.5 米多高的文冠果苗长势
喜人。

“这是春天栽的苗，每亩地县里补

贴 500 元，连补 6 年，头 2 年苗下还能套
种黄豆、花生。”近日，正在田间拔草的
村民马英民说，今年种了4亩文冠果，挂
果后，按照协议由润升公司收购叶和
果，收益有保障。

坞头村紧邻润升公司，全村种植文
冠果近千亩。村文化广场旁还建了文
冠果展厅，图文并茂的展板讲述着文冠
果的“前世今生”。

地处冀中南的邱县，人均耕地近 3
亩，以粮、棉等传统作物为主，没有大面积
种植文冠果的历史。该县县委书记孙志英

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植入”的产业。
近几年，邱县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先后成立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指挥部、“三农”服务中心、农村土
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等，由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挂帅，全县域推进土地确权。

“我们是全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目前土地流转面积超过了15万亩，流转
率达到 32.1%。”孙志英说，发挥土地流
转全市领先的优势，经过多方对接招引，
现代农业产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下转第四版）

本 报 讯（记 者 邢 杰 冉
通讯员刘浩）7 月 18 日，省气
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发
布通知，要求各市（含定州、
辛集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
部、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有关成员单位做好主汛期气
象灾害防御工作。

通知指出，今年入汛以
来，我省暴雨以及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性天气多发，给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

影响。当前，我省已进入主
汛期，气象灾害防御形势不
容乐观。各级气象灾害防御
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按照职
责分工，各司其职、协调联
动，加强军地协同，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汛期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万无一失。

通知要求，各级气象灾
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要牢
固树立责任意识，积极履行
职责，（下转第三版）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发出通知要求

做好主汛期气象
灾害防御工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 7 月以
来，我国多地出现大到暴雨，长江发生 2
次编号洪水，嘉陵江上游、涪江上游、沱
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大渡河上中游发
生大洪水，黄河发生1次编号洪水，部分
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年截
至 7 月 18 日，我国已有 27 个省（区、市）
遭受洪涝灾害，造成2053万人、1759千
公顷农作物受灾，因灾死亡 54 人、失踪
8 人，倒塌房屋 2.3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约516亿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当前汛情高度重视
并作出重要指示，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出
现强降雨，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一些河
流出现超警水位，有些地方洪涝灾害严
重，有的地方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
强调，当前，正值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
多发季节，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全力组织开
展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
亡，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最大程
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加强应急值守，全
面落实工作责任，细化预案措施，确保
灾情能够快速处置。要加强气象、洪
涝、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紧盯各类重点
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严防各类
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总、自然
资源部、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要统筹

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指导地方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受灾地区已启动应急响应，积极统
筹谋划、细化措施、科学应对，全力做好
险情巡查抢护、水毁设施抢修抢通、人
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防总、自然资
源部、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赴防汛
第一线，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防汛抢险救
灾工作。

习近平对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落实工作责任 严防灾害发生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 报 讯（记 者 赵 红 梅
通讯员吕培）7 月 20 日至 8
月 10 日，我省进入“七下八
上”大汛期。从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目前全
省各地正落实责任，强化措
施，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入汛以来，我省已先后9
次出现强降雨过程，强降雨次
数多，覆盖范围广，全省平均
降水 174 毫米，比常年偏多
10%，特别是进入 7 月份以
来，平均降水 125 毫米，比常

年偏多 47%。据省气象台预
报，未来十天我省多以雷阵雨
天气为主，加之前一阶段降
水，目前我省大部分地区土壤
含水率已趋于饱和，如果再发
生持续强降雨，极易形成地面
径流，发生洪涝灾害。

为此，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要求各地密切监视
天气变化过程，密切监视汛
情发展变化，尤其对历时短、
强度大、致灾性强的暴雨重
点进行监视。（下转第三版）

我省今日进入
“七下八上”大汛期

各地强化措施全力做好防汛应对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7 月
19 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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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政
协主席叶冬松出席并讲话，强
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
续深化学习研讨，巩固拓展学
习成果，用学习研讨新成效推
动政协工作新发展。

与会人员围绕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研讨、
充分交流、相互启发，提高了思

想认识，凝聚了广泛共识。大
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是人民政协确保正
确方向的航标灯、正确发挥职
能作用的定盘星、检验工作成
效的度量衡，必须深刻学习领
会、全面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全省各级政
协组织的一项长期任务，需要
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一要理论
学习再深入，进一步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进一步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下转第二版）

叶冬松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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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调

理论学习再深入 政治站位再提升
使命担当再强化 履职能力再增强

本报讯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实施方案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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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九届
五次、六次、七次全会和省“两会”部署要
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强化排污
者责任，坚持依法推进、损害担责、赔偿
到位、公开透明，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对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着力破解“企
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坚持依法推进。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立足我省实际，由易到难、稳
妥有序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工作。对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具体问
题，根据需要和实践提出立法建议。

——坚持损害担责。体现环境资
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
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
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
替代修复。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
境损害行为需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
任的，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

（下转第五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河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习近平同柬埔寨国王就
中柬建交 60周年互致贺电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 平
签署通令给 3 名个人记功

＞＞＞见第四版

蹲 点 调 研

从无到有，“植”出新产业
——邱县发展文冠果产业的调查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7 月 19 日上
午，在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举行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东峰率领与会代表到塞罕坝展览
馆参观考察，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的重要指示精
神，自觉接受塞罕坝精神再教育。他强
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弘扬塞
罕坝精神，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提供强大动力。省委副书记赵一
德一同参观考察。

花满原野，绿透群山。盛夏的塞罕
坝林场，迎来最美最绿的时节。在位于
林场核心地带的塞罕坝展览馆中，一幅
幅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示了林场

建设者战天斗地、造林不止的艰辛历程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王东峰认真观看
展览，不时驻足询问，被“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深深
感染。

王东峰指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
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创业，三代人接续
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奇迹，为
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习
近平总书记对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大力弘扬塞罕坝
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
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
践行塞罕坝精神。

王东峰强调，要大力弘扬塞罕坝
精神，为推动全省改革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认真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加快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大力治
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
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提高全
省森林覆盖率。二要坚持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交通结构，坚决化解钢铁等过剩产
能，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
型农业，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要坚持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以创建全国全域
旅游示范省为契机，完善提升旅游规

划，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打造精品线
路、精品景区，推动全省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四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推进，积极引
入龙头企业，运用市场化机制，引导贫
困群众大力发展林业、苗圃、花卉、中
药材等产业，实现生态增绿、农业增
效、贫困群众增收。五要坚持不忘初
心、艰苦奋斗，以塞罕坝精神激励全省
上下奋发作为，不断掀起干事创业、狠
抓落实的热潮，撸起袖子加油干，苦干
实干拼命干，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 示 精 神 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落 地
见效。

省领导周仲明、夏延军、苏银增一
同参观。

王东峰在参观考察塞罕坝展览馆时强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赵一德等一同参观考察

习近平抵阿布扎比开始对
阿 联 酋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习近平对毕节试验区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

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19日电（记
者苏小坡、李忠发、郑开君）19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阿布扎比，
开始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
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阿联
酋领空时，阿联酋空军战机升空护
航。当地时间下午5时40分许，专机
抵达阿布扎比总统机场。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阿联酋副总统

兼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罕
默德在廊桥口热情迎接。阿联酋儿
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

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在机场
为习近平举行迎接仪式。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
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
前往检阅大厅，仪仗队列队迎候。
鸣 21 响礼炮。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穆
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共同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国国歌。国歌毕，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穆罕默德副总统
兼总理、穆罕默德王储陪同下前往
会见厅，同阿联酋主要内阁部长和
重要王室成员等阿方迎接人员握
手。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穆罕
默德王储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
近平同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穆
罕默德王储亲切交谈。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