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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 相聚武强

□记者 刘剑英 通讯员 寇 超 王 洋

武安，因钢而兴，也曾为钢所困。
钢铁及相关产业迅猛发展，一度让

武安跻身全省县域经济三甲；然而，过
度依赖钢铁，又屡遭市场冲击，特别是
去产能、治污染多重压力叠加，“一钢独
大”的武安不得不负重前行。

坚决去产能，加快转动能，武安背
水一战。近几年，武安用市场办法去产
能，2013 至 2017 年压减炼铁 931 万吨、
炼钢 818 万吨，分别占全省压减任务的
14%和 11%，是承担压减任务最多的县

（市）之一。压减产能的同时，武安做优
做强钢铁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

建立交易平台，市场之手去产能

没有了生产线的机器轰鸣，不见了
运输车往来穿梭，东山钢铁偌大的厂区
空荡荡的，只有两座正待拆除的高炉，
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钢厂。

“最红火时企业有员工 5000 多人，
现在只剩 100 多名行政和后勤人员。”8
月 23 日，武安东山冶金公司厂区内，公
司副总经理王树强说，在钢铁行业摸爬

滚打 20 多年，终于彻底离开了老本行，
破釜沉舟全面转型。

去年 8 月，东山钢铁封存 460 立方
米高炉 2 座，40 吨、45 吨转炉各 1 座，压
减炼铁106万吨、炼钢125万吨，实现整
体退出。根据政策，东山公司除享受国
家补助外，还从武安市钢铁产能交易平
台获得一笔补助金。

与东山一样，广耀、运丰2家钢企获
补助金后也整体退出，武安提前超额完
成 2017 年度钢铁去产能任务。这其
中，全国首创的县级钢铁产能交易平台
功不可没。

“2013至2015年，钢铁去产能主要
压减闲置装备，相对容易。2016年起拆
除的都是在产装备，是伤筋动骨。”武安

市委书记魏雪生说，完成前 3 年压减产
能后，全市钢铁企业剩下 16 家，且装备
全部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这就面临拆谁
不拆谁的艰难抉择。

为确保公平公正，武安市以《河北
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定的2012
年底的装备和产能为基数，计算出16家
钢企的产能占比，（下转第五版）

市场办法去产能 加速培育新动能
——看武安市如何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孙阁）
“学习践行塞罕坝精神，今年以来，张家
口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截至 8 月 24 日，
全市共完成营造林 445 万亩。”8 月 25
日，在省林业厅组织召开的弘扬塞罕坝
精神座谈会上，张家口市林业局局长白
凤鸣介绍，今年该市将完成营造林 600
万亩，比全市过去 4 年营造林面积的总
和还要多。

去年的 8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的
重要指示公开发布。一年来，我省大力
弘扬塞罕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
色发展，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
设。去年12月，省委九届六次全会提出，
全面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我省还
出台了《河北省国土绿化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18-2020年）》，明确到2018年，
全省将完成营造林任务 917 万亩。到
2020 年，全省将完成营造林 1667 万亩，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36%以上。

今年是全省国土绿化三年行动开局
之年，依托张家口冬奥会绿化、雄安新区
森林城市建设、太行山燕山绿化、交通干
线廊道绿化和环城林建设等绿化重点工
程，我省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取得了明
显成效——

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森林城市建
设。我省围绕建设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
居新城，高起点编制雄安新区森林城市
规划，坚持从苗木采挖、运输到栽植、管
护全过程标准化管理，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植树造林 10.5 万亩，打造了异龄、复
层、混交的近自然“千年秀林”。

大力度推进冬奥会及张家口全域绿
化。今年春季，张家口市完成整地 409
万亩，完成营造林228万亩，为全面完成
全年营造林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效益推进交通干线廊道绿化和环
城林建设。结合城郊森林公园建设，今
年春季我省完成通道绿化、环城林建设
95万亩，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

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完成营造林
635万亩，（下转第五版）

周令钊、戴泽、伍必端、詹建俊、闻立
鹏、靳尚谊、邵大箴、薛永年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悉。长期以来，
你们辛勤耕耘，致力教书育人，专心
艺术创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
献。耄耋之年，你们初心不改，依然
心系祖国接班人培养，特别是周令钊
等同志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美
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
十分感动。我谨向你们表示诚挚的
问候。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
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
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
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
健康成长。

值此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之
际，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为民、崇
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心育莘
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努
力把学院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摇篮。

习近平
2018年8月30日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习近平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记者刘
华、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在
人民大会堂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
科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欢迎瓦塔拉来华出席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习近平指出，这次论坛峰会致
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对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科建交 35 年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成效显
著。中方赞赏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坚定支持科方维护主权、安全、
发展权益，支持科特迪瓦走适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更加坚定
地相互支持。经贸合作是中科关系的

“推进器”，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
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两国高质

量、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要有效应对
安全挑战，为促进西非地区和非洲大
陆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在联
合国安理会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包括
非洲国家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
权益。

瓦塔拉表示，中国是科特迪瓦伟
大的朋友，科特迪瓦人民珍视同中国
人民的传统友谊。科特迪瓦钦佩并祝
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视中国为
成功的榜样。（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30 日给中央美术学院 8 位老教授
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
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长期以来，
你们辛勤耕耘，致力教书育人，专心艺
术创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耄耋之年，你们初心不改，依然心系祖
国接班人培养，特别是周令钊等同志年
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
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我
谨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
作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
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习近平指出，值此中央美术学院百

年校庆之际，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为民、
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心育莘
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努力
把学院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摇篮。

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北
京美术学校创建于 1918 年，是由我国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建立的中国第
一所现代形态的美术专门学校。近日，
周令钊、戴泽、伍必端、詹建俊、闻立鹏、
靳尚谊、邵大箴、薛永年等 8 位中央美
术学院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
达老一代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对进一步加
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

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

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赵建）8 月 29
日，省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专
题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
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赵一德在会上
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中央巡视和国家考核反馈意
见整改，紧紧围绕国家扶贫考
核要求，聚焦问题、对标对表，
扎实做好国家扶贫成效考核
各项工作，全力打好脱贫攻坚
战，确保年度考核进入“好”或

“较好”行列。副省长时清霜
出席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工作
和督查巡查情况汇报，对近期
工作给予肯定。赵一德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践行“四
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当
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高度，
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

赵一德强调，要聚焦突出
问题，扎实推进各项整改措施
落地落实。狠抓主体责任落
实，进一步压实县级党委政府
主体责任，全面落实责任捆绑、

“双线”考核；狠抓精准识别精
准退出，（下转第四版）

赵一德在省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
专题会议上强调

聚焦问题 对标对表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特派记者王伟宏）
8 月 30 日，我省运动员在第 18
届亚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
陈扬以 65.12 米的成绩夺得女
子铁饼金牌，乒乓球选手孙颖
莎与国家队队友王楚钦搭档拿
下了混双金牌。至此，我省运
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金
牌数达到9枚。

女子铁饼比赛中，陈扬与

我国另一名运动员冯彬组成
“双保险”。陈扬摘得金牌，冯
彬获得银牌。

乒乓球混双决赛是两对中
国选手之间的较量，王楚钦/孙
颖莎以 4∶2 战胜队友林高远/
王曼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
下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单项比
赛的首金。

第18届亚运会

我省运动员昨日获两金

习近平分别同科特迪瓦
和塞拉利昂总统举行会谈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

我省上半年完成营造林

635

万亩

是去年同期的 1.6 倍，是

历史上造林绿化进度最快、效

果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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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调查

近 日 ，在 武
安工业园区河北
利通行汽车配件
有 限 公 司 车 间 ，
工作人员在生产
新能源汽车电池
盖板。该公司在
新能源电池水冷
降温吹塑管道领
域填补了国内技
术空白。
记者 史晟全摄

本报讯（记者曹智）3 年前，晶澳
集团投资建设的首个海外工厂——
马 来 西 亚 槟 城 400 兆 瓦 电 池 厂 ，带
动 了 当 地 资 源 开 发 和 能 源 产 业 发
展。尝到“走出去”甜头后，2016 年
晶 澳 再 次 投 资 2.8 亿 美 元 在 越 南 建
立了 3 吉瓦硅片/组件项目。今年 5
月，该项目生产出越南首根本地的单
晶硅棒。

晶澳集团是我省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缩影。近年来，我
省积极推动优势企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取
得了积极进展。

2015 年，我省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的 18 个国家、39 个项目进行了投
资，中方投资额 4.97 亿美元，占全省中
方投资额的 21.1%。2016 年，我省企
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方投资
额猛增到 16.2 亿美元，占全省中方投
资额的 48.3%。2017 年，我省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方投资额达到 20
亿美元，占全省中方对外投资额的
52.9%。今年上半年，我省对“一带一
路”沿线的 17 个国家投资额达 10.9 亿
美元。

到境外投资建设产业园区，是我
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式。目
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印尼卡拉旺产业园已完成“三

通一平”。该产业园建设与招商同步
进行，目前意向入区企业已达10家，签
约入区企业 4 家。产业领域和合作方
式呈现多元化趋势，我省投资“一带一
路”沿线的项目除装备制造、钢铁、建
材、电力等传统优势产业外，还包括纺
织服装、农业、园区开发、天然气生产
供应等领域。国际产能合作方式包括
了绿地投资、企业并购、技术合作、特
许经营等方式。

随着越来越多带着“河北烙印”的
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河北企
业也为当地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并
加快了当地产业的技术创新。河钢塞
钢不仅保障了斯梅代雷沃钢厂 5000

多名员工收入的稳定增长，还通过延
伸产业链条，为更多的当地居民创造
了新的就业机会。目前，塞尔维亚的
斯梅代雷沃市平均每 5 人中就有 1 人
直接或间接围绕河钢塞钢在工作。金
隅冀东水泥海外投资的曼巴水泥厂，
为当地带去了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
术，每年减少当地温室气体排放约 2.9
万吨。

目前，我省在境外已建成运营的
钢铁项目有 7 个，形成年产能 600 万
吨；水泥项目 4 个，形成年产能 240 万
吨；玻璃项目 2 个，形成年产能 142 万
重量箱，大多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

积极开展产能合作 投资建设产业园区

去年全省对外投资超半数投向“一带一路”沿线

我省贫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因病致贫返贫人口由138.4万减少至59万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我国第二艘航母海试安全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