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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1 月 28 日至 31
日，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省领导
分组走访慰问了在河北省担任过副省
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军
区正军职以上离退休老同志，以及老同
志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
的祝福。

叶冬松慰问了王恩多家属。赵一
德慰问了陈来立、白石、王祖武、冯文
海。梁田庚慰问了宋叔华、陈立友、刘
永瑞、杨迁。袁桐利慰问了龚焕文、刘
健生、赵铁练、李有成。冉万祥慰问了
王幼辉、宁全福、孔小均。焦彦龙慰问

了刘善祥、李月辉。董仚生慰问了臧胜
业、陈慧、秦朝镇。邢国辉慰问了张震
环、孙士彬、刘德忠、高喜同、刘瑞川。
高志立慰问了张云川、杨泽江、徐纯
性。刘爽慰问了吴野渡、周欣、刘作田、
张士儒、郭世昌、杜竟一。李宁慰问了
石翠岩、李宗安、汪潮海。范照兵慰问
了刘英家属。王晓东慰问了李炳良家
属。张古江慰问了白润璋、杨新农、王
士昌、李锋家属。李谦慰问了吴振华、
王满秋、杨国春、赵惠臣家属。刘凯慰
问了刘玉顺、崔江水。夏延军慰问了赵
文鹤、郭华。时清霜慰问了侯志奎。曹

素华慰问了王树森家属。
省领导们每到一位老同志家里，都

细致地询问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对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祝他们新春快乐、阖家幸
福、万事如意，并向他们详细介绍省委、
省政府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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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六八九”基本思路，在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
发展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希望老
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
工作，（下转第二版）

省领导走访慰问省军级老干部
叶冬松赵一德参加慰问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1 月
30 日，省政协主席叶冬松主持
召开省政协十二届第十六次
主席会议，研究《省政协加强
和 改 进 调 研 工 作 实 施 办 法》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专门
委员会联系界别和委员工作
办法》，听取 2018 年省政协委
员履职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强化理论武
装，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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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中央精神，
落实省委要求，加强作风建设，
规范调研工作，着力提升调研
的质量和水平。要夯实履职基

础，把调查研究贯穿履职全过
程和各方面，注重将调查研究
与 协 商 民 主 、民 主 监 督 相 结
合，切实增强调研工作的针对
性。要加强思想引领，既要在
调研中总结经验、研究问题，
又要在调研中凝聚共识、凝聚
力量，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理解
认同支持省委决策部署，夯实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要坚持精准选题，紧扣中
心工作资政建言，聚焦民生改
善献计出力，让履职活动更符
合大局需要、更契合重点工作、
更体现人民心声。

（下转第二版）

叶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十二届
第十六次主席会议强调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着 力 加 强 委 员 队 伍 建 设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1 月 31 日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到中央驻冀新闻单位和省直新闻单
位走访慰问，向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新
春问候。王东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政治站
位，大力推进媒体融合，积极防范化解
风险，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凝聚正
能量，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王东峰走进中央驻冀新闻单位和
省直新闻单位，亲切看望慰问了人民日
报社河北分社、新华社河北分社、光明
日报社河北记者站、经济日报社河北记
者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北记者站、
中央电视台河北记者站、中国日报河北
记者站、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河北日

报报业集团、河北广播电视台、长城新
媒体集团新闻工作者，认真了解各新闻
单位重点报道、媒体融合、人才培养等
方面情况，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向广大新闻工作者长期
以来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

王东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就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长期以来，中央驻冀新闻单
位和省直新闻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谋划推

出了一大批重点新闻报道，为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东峰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26”重
要讲话5周年，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
务艰巨繁重。希望各新闻单位始终坚持
政治站位，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以实际行
动践行“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对
党绝对忠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落实重大国家
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
坚战、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保障改善民生
等重点工作，积极谋划推出更多有分量
的新闻报道。要加强新闻监督和舆情管
控，大力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切实

防范化解风险。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
极运用信息化成果，着力建设全程媒体、
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推动媒
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主流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王东峰强调，要加强新闻媒体党的
建设，切实提高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水
平，加大新闻评论员、主持人、新媒体记
者培养力度，努力锻造一支对党忠诚、
素质过硬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各级党
委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领导，积极协调
解决难题，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不断把
我省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为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

省领导焦彦龙、高志立参加走访
慰问。

王东峰走访慰问中央驻冀和省直新闻单位时强调

唱 响 主 旋 律 打 好 主 动 仗 凝 聚 正 能 量
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2 月 1 日
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迈上新台阶》。

文章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自觉把
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
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坚实
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
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
重大社会问题。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文章强调，新时代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
生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
色发展，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
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

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
效，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文章强调，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
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
强党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美丽中
国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
1 月 31 日，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石家
庄与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举行
工作座谈。

王东峰代表省委、省政
府和全省人民，向傅政华一
行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表示
热烈欢迎，向司法部多年来
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王东峰说，河
北是京畿要地，全面推进依
法治省、全力拱卫首都安全
是我们的重大政治责任。河
北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深
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大力建
设法治河北、平安河北，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长期以来，
司法部非常关心支持河北工
作，给予了有力指导。我们
将以傅政华部长此次考察为
新的契机，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依法治省，大力建设法治
政府，切实提高公正司法水
平，深入开展全民普法活动，
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
强法治保障，坚决当好首都
政治“护城河”。希望司法部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北，进
一步提高法治河北、平安河
北建设水平，以河北之稳拱
卫首都安全，以河北之进服
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傅政华表示，河北省委、
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
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司
法部将认真总结推广河北经
验，积极助力河北全面依法
治省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全
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在我省期间，傅政华一
行深入到石家庄市和正定
县，看望了高瑞奎同志家属，
并到部分司法机关、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社
区矫正中心、社区调委会考
察指导工作，慰问司法干警
和法律工作者。

省领导董仚生、高志立、
刘凯参加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31 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深化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卡战略
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2014 年，我同埃米
尔殿下在北京共同宣布建立中卡战略
伙伴关系，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重

要共识。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这些共识正在得到落实，给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卡方加强
沟通，深化政治互信。中方支持卡方
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赞赏卡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
谢卡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双方要进一

步对接发展战略，共同建设“一带一
路”。两国已初步形成以油气合作为
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金
融和投资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
要统筹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
新技术、投资四大领域合作。双方要
就国际反恐反极端思潮加强交流、分
享经验，开展合作。要进一步密切人
文交流，（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谈

本报讯（记者赵书华、寇国莹）“今
年收成准又错不了！”2019年的第一茬
香菇长势喜人，看着一朵朵小菇丁从
圆滚滚的菌棒中钻出来，阜平县阜平
镇色岭口村 56 岁的农民顾军喜上眉
梢。2016年底，老顾贷款10万元承包
香菇大棚，第二年就脱贫出列，还还清
了历年欠下的8万元“饥荒”。

“像顾军这样贷款发展扶贫产业
的,全县有1万多户，最早一批贷款户都
已经具备了自我发展能力，这说明金融
扶贫充分发挥了‘造血’功能，扶贫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进入良性循环。”近
日，阜平县金融办主任杜金利告诉记者，
自 2015 年以来，该县共为 12561 户农

户发放扶贫贷款12.44亿元，2018年开
始进入集中还款期，目前全县农户按期
还本付息的比例超过95%。

2012 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到阜
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
工作。在这里，他鼓励干部群众“只要
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全国决胜决战
脱贫攻坚的号角从这里吹响。

落实总书记指示要求，阜平县在
省金融办等部门支持下经过认真调
研、反复论证，决定用金融扶贫的办
法，把困难群众的心劲鼓起来，把脱贫
产业兴起来。

“发展产业，别愁没本儿；脱贫致
富，保险兜底儿。”（下转第二版）

金融扶贫扶出“造血”功能 诚信还贷还出脱贫志气

阜平超95%扶贫贷款农户按期还本付息

记者 赵杰

张晶摄制

扫码看视频。

·报告春消息

1 月 15 日，在阜平县色岭口食用菌种植基地，村民正整理集中储藏的食用
菌。种植基地的不少承包户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扶贫贷款。 记者 赵 杰摄

王东峰与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举行工作座谈时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省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乌 蒙 山 传 奇

＞＞＞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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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变化 问冷暖 听民声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

考察过的那些地方

＞＞＞见第三版

情 系 冬 奥 追 梦 东 方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三周年之际

今年我省实施省

重点项目40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