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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杰冉）从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
行的“石家庄海关服务河北外贸进出口发展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8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2277.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7%。其中，出口
1401.9亿元，下降1.4%；进口876亿元，增长4.2%。

1 至 8 月，我省新兴贸易业态发展迅猛，白沟
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强势增长。白沟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自 2016 年 10 月批复以来，出口增长迅猛。
今年 1 至 8 月出口 22.2 亿元，增长 68.6%。白沟市
场采购贸易出口商品种类繁多，涉及 1500 余种
商品，其中钢铁类及制品、箱包、机械配件所占贸
易额比重较大。白沟市场采购贸易商品远销亚非
拉美，（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从“穷得叮当响”到挖煤矿实现小
富，从“给煤矿贴封条”到“康必得治感
冒，中西药结合疗效好”一语风行南北，
从荒山秃岭到漫山遍野，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从一个“花
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穷山沟变成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

而这背后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村
党支部书记李长庚。入党 42 年，担任支

书 41 年，李长庚干着今天，想着明天，干
着当代事，想着后代人，一步一个脚印，
带领乡亲们实现栾卸村翻天覆地变化。

栾卸村位于太行山丘陵地带，山秃
地薄、十年九旱。1977年，不满19周岁的
李长庚担任栾卸村党支部书记，面对烂
摊子，他暗下决心，“既然当了支书，就要
干出个样子来。”

1978 年，李长庚带领全村苦战一冬
一春，兴修水利，开山挖渠，使 3500 多亩

“望天收”旱地变成了水田，（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记者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

习近平欢迎洛伦索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表示很高兴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结束一个月后再次同洛伦索
会面。习近平指出，北京峰会成功召开

为中非、中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带来了新机遇。双方要一道努力，继续
推动中安关系积极、快速向前发展。中
方对中安两国合作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增进政治互
信，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相
互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中方对非洲国家的历史遭遇感同
身受，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人民反对外
来干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要落实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八大
行动”有关举措早日落地，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加强彼此发展战略对接，
做强传统领域合作，（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快速向前发展

习近平向伊拉克新任总统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
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更好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经中央领
导同志同意，现就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

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总体要求

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是推动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的重要手段，是改进党的作风、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不断加强，

激励鞭策的指挥棒作用有力发挥，必须
坚持不懈抓下去。但也存在名目繁多、
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
问题，地方和基层应接不暇、不堪重负，
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既不利于集中精力
抓落实，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下决心加以解
决，把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做得更好更有

成效。
做好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总体要

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
力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各级
党委统筹协调，（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10 月 9 日上
午，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宪法学习宣传实施
自查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省重点工
作大督查情况汇报，观看了督查组暗访
专题片，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河北省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全面
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推动新时代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
加快全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关于在全省广泛开展向吕保民同志学
习活动的决定》。省委书记王东峰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抓好宪法学习
宣传实施，对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
位，自觉践行“四个意识”，认真落实

“两个坚决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始终忠于宪法、自觉遵守宪
法、坚定维护宪法，切实运用宪法，坚
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坚持目
标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针对自查发
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工作台
账，边查边改、全面整改，确保件件有
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建立健全常态长
效机制，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
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奋力开创依法治
省和法治河北建设新局面。

会议强调，全省重点工作大督查开
展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省大督查协调小组及办公室、12个驻市
督查组牢记使命担当，紧盯重点工作，
认真履职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从督查组反映的情况
来看，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
给我们强烈警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负责的原则，
认真梳理问题，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
三、全面整改，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

突出工作重点，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的重点任务，省委、省政府安排的重
点工作，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
一步加大督查工作力度，全力攻坚克
难，推动各地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迈上新
台阶。要加强检查考核问责，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大督查工作的质量
和水平，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县域经济是推动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柱和重要支撑，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要积极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牢牢把握
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充分发
挥各县（市、区）比较优势，全力推进县
域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要聚焦县域经济重点，坚持分类施
策，一切从实际出发，每个县（市、区）都
要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群
集约集中发展，全面提升产业和实体经
济发展水平。要提升县级开发区和高
新区能级，突出产业特色，创新体制机
制，广泛吸引大项目好项目。要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积极培育上市企业。要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县域经
济发展活力。要加强各县（市、区）领导
班子和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
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为县域经济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指
示精神，积极融入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
级城市群建设，加快补齐我省城市发展
短板，打造一批实力较强、特色鲜明的
现代化城市。要立足实际，明确各市功
能定位，科学编制和修订城市规划，全
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要培育
壮大城市经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建设中央商务
区，打造一批特色小镇，增强城市辐射
带动作用。要按照便民、利民、惠民原
则，加强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抓好环境
综合整治，合理布局建设停车场所和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设施，提高
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转第二版）

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始终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奋力开创依法治省和法治河北建设新局面

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10 月 9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安排布置脱贫攻坚工
作，研究《关于促进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十条财政政策》《河北省造
林绿化规划》《河北省旅游高质量
发展规划》等事项。

会议指出，省政府领导班子成
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要全面深化改革，以“九项
重点改革”为主抓手和突破口，扫
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开展“双创双服”活动，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狠抓系列三年行动计
划落实，培育壮大新动能，形成推
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持续扩大
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合
作，用好全球资源、融入全球市场，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
业、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
等问题，持续增进百姓福祉。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省委
部署要求，大力推进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提高脱贫质量，巩固
脱贫成果，坚决完成脱贫攻坚各项
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提高扶贫项目覆盖率，根据贫
困地区产业特点和优势，发展种
养、光伏、旅游等特色产业，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增加贫困群众
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要因户施策、一户一策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从实际出发妥
善解决好贫困群众后续生产生活
问题，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要打好重点区域
脱贫攻坚硬仗，根据建档立卡数据，对贫困发生率在 20%以上的
县和 30%以上的村，逐一分析研究，找准贫困症结，加强工作指
导，全力攻克坚中之坚。要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对扶贫资
金更多采取奖补、设置公益岗位等方式使用和管理，形成有劳才
有得、多劳则多得的正向激励，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要建立
非建档立卡低保户、非持续稳定脱贫户精准防贫机制，防止形成
新的贫困人口。（下转第三版）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提高脱贫质

量

巩固脱贫成果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

李长庚：当一任村支书 想着几代人的事业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见第四版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二

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
斗；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
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
了强大精神动力。这种伟大的民
族精神，激励中华民族团结一心、
栉风沐雨、奋斗求存、自强不息，迎
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弘扬
民族精神，并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至
为重要！

从即日起，本报开设“弘扬民
族精神、奋斗精神”栏目，集中推出
一批稿件，讲述一个个闪耀民族精
神的动人故事，激励我们坚定“四
个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创造
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
业绩。

开栏的话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尹 皓 伦
记者解丽达、孙占稳）现在的廊
坊农村居民，绝大多数使用天
然气做饭取暖。来自廊坊市相
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全市农村
已完成“煤替代”近百万户，基
本实现市域散煤“清零”，为打
赢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夯实了
基础。

作为大气污染防治“1+2”
核心城市、“2+26”传输通道城
市，过去廊坊市的空气污染物

中燃煤产生的污染物占比达
40%左右。强力推进农村清洁
能源替代、城镇燃煤锅炉治理
等，大力优化能源结构，是廊坊
破解大气污染困局、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关键。

“廊坊毗邻北京、接壤雄
安，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维护首都生态环境安全，是重
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廊坊市委
书 记 冯 韶 慧 介 绍 ，2017 年 至
今，他们投入冬季清洁取暖财
政资金 87.86 亿元，累计完成

“气代煤”91 万户、“电代煤”8
万户，基本实现农村地区无煤
化。同时，城镇淘汰 35 蒸吨及
以 下 燃 煤 供 热 锅 炉 199 台 、
1336蒸吨，（下转第三版）

廊坊近百万户农村
居民用上清洁能源

2017年至今，全市完
成“气代煤”91 万户、

“电代煤”8 万户，基
本实现农村无煤化

＞＞＞见第五版

近 日 ，位
于隆尧经济开
发区的河北青
龙剑钉业有限
公司员工在操
控机床。近年
来，隆尧县积
极引导制钉企
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品竞争
力,50 多 家 五
金制钉企业，
产量占全国市
场 80%，产品
出口美国、俄
罗 斯 等 2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记 者
陈建宇摄

＞＞＞见第四版

锐意进取，展现新气象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前前88个月我省外贸呈现两大亮点个月我省外贸呈现两大亮点

新兴贸易业态发展迅猛新兴贸易业态发展迅猛
外贸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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