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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卫兵 王雅楠

南皮县刘八里村是黑龙港流域一
个不起眼的小村庄。1978 年，这个“碱
包村”打出了丰收粮，一下子成了“明
星村”。1980 年，省里还在南皮县召开
现场会，推广刘八里治理盐碱的经验。

1979 年 1 月 6 日河北日报第二版

刊发报道《种肥改碱 地壮粮丰》，文中
说：“南皮县刘八里大队过去是个有名
的‘碱包村’。全大队粮田面积 1900 亩，
其中盐碱地占76%，地碱土薄产量低。”

“他们在抽咸淋碱的同时，突出抓好种
肥改碱，使碱地逐步变成了好地。到
1978 年，全村粮田盐碱地，由 1972 年
的 1450 亩缩减到 140 亩，昔日的盐碱
窝里打出了亩产 596 斤（玉米和小麦）
的丰收粮。”

报道刊发后不到一个月，刘八里老
百姓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
个春节。大年三十这一天，村民胡春华
家里，庄户人家最重视的年夜饭摆上了
饭桌。

媳 妇 张 秀
茹做饭的时候，
胡春华还在村东
头的麦子地里转
悠。（下转第五版）

变 迁

南皮县刘八里村——

“碱包村”变成大粮仓 逃荒户住上“幸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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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四建磊、吴韬）12 月 5
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
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
作重要指示批示，自觉践行“四个意
识”，坚决落实“两个维护”，坚持政治站
位，对党绝对忠诚，拼搏竞进，奋发作
为，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当
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许勤、叶冬
松、赵一德、梁田庚、陈刚、冉万祥、焦彦
龙、董仚生、邢国辉、高志立、刘爽、王浩、
范照兵先后发言，袁桐利作书面发言。

王东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
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6 次
视察河北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
了“四个加快”“六个扎实”“三个扎扎实
实”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河
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省委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旗帜鲜明
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谋划坚持“三
六八九”工作思路，奋力开创新时代全
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坚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
作重要指示批示，做到对党绝对忠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是践行“四个意识”、落实“两个
维护”的集中体现，是严明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体现，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定不
移执行到位，务求取得扎实成效。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以知促行，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
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一要准确把握关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对
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二
要准确把握关于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
重要指示要求，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三要准确把握关
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要

求，确保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
运盛会。四要准确把握坚决去、主动调、
加快转的重要指示要求，在改革创新、
开放合作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五要准
确把握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要求，
在脱贫攻坚、推进共享中努力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六要准确把握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在治理污染、修
复生态中加快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建设
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七要准确
把握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八要准确把握关于优化政治生态的重
要指示要求，使开拓进取谋发展、埋头
苦干抓落实蔚然成风。九要准确把握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指示要求，增强
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十要准确把握关于唐山“三个努力建
成”的重要指示要求，努力在转变发展
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十一要准确把
握关于张家口“两区”建设的重要指示
要求，努力交出冬奥筹办和本地发展两
份优异答卷。十二要准确把握关于保障
改善民生和冬季清洁取暖的重要指示

要求，下功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干字当头，扎实
推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不断升级加力，做到落地生根
见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是我们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强大的精神动
力。我们要以此为指导，深化“三六八九”
工作思路，深入实施国家战略和国家大
事，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扎实
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习近平总书
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贯彻
到工作中、转化为新成果。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建章立制，建
立健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的常态长效机制，完善清
单管理制度、责任分工制度、调度报告
制度、考核问责制度，做到抓细抓实、常
抓不懈。要坚持领导带头，从省委常委
做起，从省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做
起，带头忠诚担当、履职尽责，带头破解
难题、务实创新，（下转第二版）

王东峰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

坚持政治站位 对党绝对忠诚 确保习近平
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落地见效

许勤叶冬松赵一德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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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当世界渴望倾听中国—
—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纪实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本报讯（记者周洁）近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常
务副省长袁桐利所作的《河北
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 年度省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有关
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以下
简称“审计整改报告”，全文见
今日三版），并开展了满意度
测评。

（下转第五版）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
省政府审计整改报告

连续三年开展满意度测评

习近平会见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跨越亚欧大陆广袤的田野，穿过大

西洋无垠的水面，飞越亚马孙河畔的密
林，穿越潘帕斯草原上空的云。11 月 29
日傍晚，布宜诺斯艾利斯霞光满天，习近
平主席专机越来越近。

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来自四面八
方的一架架专机，闪着银光的机体上一
面面国旗，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首次
落地南美洲，汇聚了代表着全球 2/3 人
口、近 90%生产总值的世界重要经济体
领导人，汇聚了万千聚光灯。

人们在期待，全球温度随峰会会场
的跌宕而起伏。

世界如此渴望倾听中国。

拨云破雾的时刻，倾听初心

10年了！
那一年的历史事件镌刻在世界经济

史上。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在世界
范围掀起惊涛骇浪，当时的全球金融治
理机制遭遇严重困境。

当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2008 年第一
次会面时，他们的使命是在百年来最严
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拯救世界经济，这
一任务曾被认为是令人绝望的，但后来
证明峰会取得了成功。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
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加剧风险挑战。全球治理赤
字成为无法忽视的伤疤。

峰会东道主阿根廷的总统马克里邀
请习近平主席第一位发言。“习近平主席
和中国有这样的分量、威望和代表性。”
阿根廷方面解释了这一安排的用意。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世界经济
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历史性的选择面前，需要历史性的
判断力、决断力。会场安静得能听到笔尖
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会见葡萄牙议会议长

新华社里斯本 12 月 5 日电（记者李建敏、商洋）当
地时间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斯本会见葡萄牙总
理科斯塔。

习近平指出，总理先生2年前正式访华以来，我们
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转化为具体合作成果，中葡双边
贸易呈现良好增长势头，重点领域投资合作顺利推
进。中葡关系正步入历史最好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中方愿同葡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要加强高层往来和各
层级各领域交流，携手努力，推动中葡共建“一带一
路”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发挥积
极作用。双方要拓展金融、投资、航空、汽车、新能源
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并拓展第
三方市场，实现互利多赢。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
科技、医药等领域合作。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和配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反对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希望葡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
动中欧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向前发展。

科斯塔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葡萄牙的访问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葡中是传统友好国家，友谊源远流
长，长期以来建立起良好的互信。葡方感谢中方对葡
方维护金融稳定给予的支持。葡方愿以此访为契机，
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水平。葡方主张开
放合作和自由贸易，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这
一倡议有助于增进葡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促进
双边贸易和投资，也有利于加强亚欧互联互通和亚欧
伙伴信任，促进全球贸易，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葡
方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金融、汽车、科技等领域合
作。中国企业在葡遵守法律，经营规范。葡方欢迎中
国投资，增加在葡生产制造，并通过中葡论坛扩大与
非洲等地三方合作。（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里斯本 12 月 5 日电（记者
钱彤、孙奕）当地时间 12 月 5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里斯本会见葡萄牙议会
议长罗德里格斯。

习近平指出，葡萄牙是中国在欧
盟内的好朋友、好伙伴。1999 年，中
葡妥善解决了澳门问题，在国际上树
立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的典范，也为中葡关系在新世纪发展
奠定了互信和合作基础。近年来，中
国全国人大同葡萄牙议会开展了密切
交流，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支持两国
立法机构在立法监督、治国理政、国计

民生等重要议题上相互学习借鉴。两
国立法机构要推动释放合作潜力，不
断优化法律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方投
资企业和人员合法权益。双方要加强
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组织中的沟通
协调，维护共同利益，并为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
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是一条与时俱
进的道路，是一条由近14亿中国人民
共同选择的道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实施更高层次

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的新格局。这将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
新局面，中葡合作也面临新的机遇。

罗德里格斯表示，葡萄牙议会热
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习近平主席
的访问体现着葡中关系的高水平。中
国是葡萄牙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都主
张多边主义。葡萄牙赞赏中国的发展
成就，希望将两国间友好互信转化为
更多合作成果，拓展双方在经贸、人文
等领域交流合作。葡方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在欧洲
的枢纽。（下转第二版）

当地时间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斯本会见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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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成果） 12
月 5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
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加快技能强省建设的实施
意见》 等事项。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第五个国
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会议要求，省政府
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
爱戴核心、维护捍卫核心，把
对党、对核心的绝对忠诚贯穿
政府工作全过程，敢于担当善
于作为，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宪法实现了党
的 主 张 和 人 民 意 志 的 高 度 统
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 提 供 了 根 本 法 治 保
障。要把学习宣传实施宪法作
为树牢“四个意识”的具体实
践和落实“两个维护”的现实
检验，不折不扣把宪法确立的
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发展道
路、奋斗目标等落实到党的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确保政
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轨
道前进。

会议指出，职业技能培训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
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下转第三版）

我省全力打好易地扶贫搬迁年度收官战

27个县市提前完成年度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