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泊 头 铸“ 绿 ”
—— 泊头市铸造产业整改提升调查

□记者 张近情 戴绍志 王雅楠

沧州铁狮子闻名天下。
据文献记载，沧州铁狮子原铸于公

元 953 年，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
较大的铸铁艺术珍品之一。2011年，为
抢救保护国宝，沧州市政府决定重铸铁
狮。新狮体积是原铁狮的 1.32 倍，净重
100.08 吨。而其铸造者，就是泊头的铸
造企业。

泊头，素有“中国铸造之乡”和“中
国铸造名城”之称。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红红
火火的铸造业一度是泊头市发展的“功
臣”。然而，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一
些“散小乱污”企业工艺装备落后、生产
环境恶劣、企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
等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
危机。

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退缩？
2017 年 12 月，一场泊头铸造绿色攻坚
行动在千年古运河畔上演。

经过一年的整改，累计投入资金56
亿元，泊头铸造产业正在形成一支装备
先进的“正规军”：280家通过改造验收，
全部实现达标排放；286家转型退出，23
家正在积极整改，用砂不见砂、有尘不见
尘，多家企业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绿色铸
造示范企业，具有千年历史的铸造名城
以新的面貌步入绿色铸造时代。

环保治理升级，政府“有形
之手”强力推进

2018 年 11 月 30 日，阴有霾，黄色

预警。记者走进泊头市铸造业较为集
中的泊头经济开发区，在武港路两侧，
运送铸件产品的大货车来往不停。

“这个冬天，全市 589 家铸造企业，
有 110 家达到了 A 类，在全市实行的错
峰生产中，属于红色预警以下不停限产
企业，现在企业都是满负荷生产。”泊头
市工信局局长刘超告诉记者，“重污染
天气为啥还能生产？因为我们的生产
是‘绿色’的。”

泊头铸造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佛
山、无锡并称“中国三大铸造基地”。截
至2017年底，全市铸件实际产量200万
吨，大型机床铸件产量占全国的25%，工
量具、平台铸件占全国的60%。然而，铸
造产业工艺装备落后、生产环境恶劣、企
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却让这
张城市名片蒙尘。树是黑的，路是黑的，
天也是黑的，人一身上下只有牙是白的。

对铸造业治理，泊头市决策层一度
出现不同声音。2017年，全市铸件年产
值 160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38.3%。
截至2017年底，铸造企业589家。有人
说，整改提升，势必会“伤筋动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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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供水、供电、供热等问题

全省今年将改造老旧小区 2779 个
＞＞＞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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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旅游总收入
去年达7636.4亿元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王东峰在省纪委九届四次全会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许勤叶冬松赵一德出席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
吴韬）1 月 20 日上午，省
纪委九届四次全会在石家
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十九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精神，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
成果，切实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确保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
位，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勤，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省
委副书记赵一德出席会
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刘爽主持
会议。

王东峰指出，十九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是在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高瞻远瞩，博大精深，
直面问题，掷地有声，具有
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理
论性和实践性，对于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赵乐
际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
对做好今年纪检监察工作
作出全面部署，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全省
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赵乐
际同志讲话要求，扎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
新胜利。

在 充 分 肯 定 我 省
2018 年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的扎实成效后，王东峰
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增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各级党组织要深
化思想认识，牢牢把握党
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坚定管
党治党的决心和信心。牢牢把握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党的领导、
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勇于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牢牢把握党
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确保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牢牢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对河北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以管党治党的实际
成效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王东峰强调，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纪检监
察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今年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
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夺取全面
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贾楠、龚正
龙）省文化和旅游厅 1 月 22 日
举行以“文旅深度融合，乐享精
彩河北”为主题的 2019 河北文
化和旅游发布活动。现场发布
了《2018 年河北旅游发展蓝皮
书》。去年，全省旅游业保持了
持续加速、稳中向好的良好态
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6.8 亿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636.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8.4% 和
24.4%，超过全国平均增速 8 个
和12个百分点。

旅游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步
伐加快。去年，我省构建了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体系，完善了顶层设计与政策
支撑，“一圈、两翼、五带、多点”
的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全年
完成旅游投资 1138 亿元，同比
增长 12.4%。产品结构不断优
化，乡村民宿、研学旅游、康养
体育等 20 多类 300 多个新业
态项目为河北旅游发展不断释
放出了新动能。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记者李宣
良、梅世雄）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
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22 日下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在座的军队老同
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
候和新春祝福。

战歌赞颂祖国，强军凝聚力量。中
华民族传统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
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
建设、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
部队老干部在中国剧院欢聚一堂，喜迎
新春佳节。

下午 3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老同
志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
大家亲切握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
生活情况，共同回顾在党的十九大精神
指引下，过去一年来党、国家和军队事
业展现的新气象、开创的新局面、取得
的新成就。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演出分序曲《时代的春天》和《演训
场的兵》、《边关来的风》、《新时代的歌》3
个篇章，贯穿爱国奋斗、强军打赢的内涵
意蕴，展现文艺轻骑队风采，反映人民军
队文艺工作改革重塑成果。情景歌舞

《号令声声》，战斗歌曲组唱《我们的天
空》、《士兵的意志就是胜利》，领唱与合
唱《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等节目，艺术
呈现一幕幕火热的练兵图景，展现全军
部队听从习主席号令，聚力练兵备战，提
高新时代打赢能力的生动实践。经典老
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洗衣歌·天
路》、《赞歌》等节目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现

边防军民鱼水深情，《我用生命守护你》、
《寸土不让》等歌曲鲜明宣示军民同心、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
志。《新的天地》、《红旗飘飘》、《我的祖
国》、《我为伟大祖国站岗》、《一起出发》

等新老歌曲，抒发全军官兵热爱祖国、保
卫祖国，用奉献精神和奋斗业绩喜迎新
中国70华诞的豪迈情怀。演出在《党的
旗帜永远飘扬》的激昂歌声中落下帷幕，
表达人民军队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维护

核心、坚决听从指挥的如磐信念。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一同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领导和驻京部队官兵代表。

1 月 22 日下午，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本报评论员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京津
冀，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
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北落地落实，必
须坚持善作善成，加大工作力度，深入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
大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
病”的治本之策，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
布局和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的关键一
招，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
强大引擎，是打造中国新的经济增长
极的点睛之笔。落实这项重大国家战
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
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

成。过去的 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
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
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
段，尤其需要我们更好承担起中央赋
予河北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深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
的更大成效，必须进一步树立全局理
念，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
个“牛鼻子”。（下转第三版）

·从热销年货看供给侧改革①

□记者 汤润清 王育民

1 月 22 日，是唐山恒瑞瓷业有限
公司向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验收交
货的日子，总经理李素芬一大早就来
到公司检验车间，交待质检工人对即
将交付的咖啡杯套装产品又仔细检查
了一遍。

中午时分，好消息传来：验收合格，
可以交付！

打开天猫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
网页，“年味儿”浓郁的各类文创产品琳
琅满目。

“春节前夕，这套咖啡杯套装就会
出现在‘冰嬉’系列中。”李素芬小心翼
翼打开样品包装，让记者先睹为快。

这是一套“新中式”造型的咖啡器
皿，以明黄色和金色为底色的杯身和托
盘上面，印有锦鲤和浪花的图案，既有

“皇家御用范儿”，又透着“宫中过大年”
的喜庆劲儿。

“我们的高端定制产品终于从外国
的‘皇室’走进了中国的故宫！”说这话
时，李素芬有点小激动。

贴牌“高端定制” 小瓷厂
登上了“大台面”

在恒瑞瓷业琳琅满目的产品展厅
里，有一块艺术瓷盘格外引人注目，瓷
盘上印着的图案，是身着结婚礼服的瑞
典公主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

（下转第四版）

创意陶瓷打开转型思路 “个性定制”带来高端订单

“故宫年货”牵手唐山定制陶瓷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论坚定不移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北落地落实

记者 汤润清
王育民拍摄
张 晶编辑

图为工人正
在进行贴花作业。
记者 王育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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