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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

王东峰在正定县调研检查古城保护工作时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导
扎实推进正定古城保护取得更大成效

·报告春消息

本报讯（记者董昌、任学光）眼瞅着到
了年根儿，平山县西柏坡红旅小镇“旧时
家味”餐馆的装修也接近了尾声。1 月 27
日上午，女老板陈素梅站在饭店门口，打
电话催着新定制的菜单，“俺家餐馆的菜
单设计出来了没？春节开业等着用哩，麻
烦您抓点紧！”

陈素梅是西柏坡镇梁家沟村村民，在
西柏坡景区附近经营餐饮多年。这回，是
她干这一行之后第三次换菜单。

“从一层的农家乐到三层的饭店，再
到现在的特色餐馆，最早是手写在硬纸板
上的菜单，后来换成了塑封打印的菜单，
现在正让专业公司设计新菜单。这几年
西柏坡的旅游越来越火，餐饮生意也是一
年更比一年好！”陈素梅说。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西柏坡时，曾与干部群众亲切座谈。陈素
梅当时作为群众代表也参加了座谈，“总书
记关心咱老区人的生活，惦记着西柏坡旅
游业的发展，俺也是想带个头，给乡亲们再
蹚出一条致富路。”陈素梅笑着说。

西柏坡镇党委书记陈东亮介绍，去
年，平山县承办第三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作为主会场的西柏坡变化可谓

“惊艳”，先后建起了 3000 平方米的游客
中心、7000 平方米的红旅小镇，打造了自
西柏坡高速口至西柏坡景区沿线环湖绿
化生态线，新建了5座停车场。

提升基础设施，规范旅游秩序，增加
旅游业态，西柏坡的旅游品牌越擦越亮。
瞅准新商机，陈素梅盘出了原先在路边的
饭店，与红旅小镇签订了经营协议。

（下转第三版）

基础设施提档 生态建设升级

“红游柏坡”成老区乡村振兴新品牌

本报讯（记者马利、乔宾娟、董昌、戴
绍志 通讯员李贝）叙亲情，享天伦，看
家乡，话变化，共祝愿，祖国好——新春
佳节，燕赵大地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
节日气氛中。人们在尽享团圆时刻、生
活美好的同时，礼赞伟大祖国的日新月
异，祝福祖国母亲幸福安康，在城市乡
村、在大街小巷，人们激情高歌《我和我
的祖国》，抒发爱国情怀，把最真挚的新
春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春节期间，河北科技大学理想
公社的年轻学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抒发
爱国情怀，表达青年对祖国的无限热忱
与爱恋。理想公社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主要成员是学生干部和骨干。2019 年
寒假，理想公社的成员们要完成一项特
殊的作业：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研究
生学院物流工程专业 2017 级硕士研究
生李亚婷和伙伴们特地回到中学母校，
带领学弟学妹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校园上空，心中
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大年初二，易县太行水镇中回荡着
《我和我的祖国》的激昂旋律。早上 8 时
30 分，就在水镇的庆丰谷场上，百余名
员工和 200 余家商户及一早赶来游玩
的游客一同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今
年是水镇运营的第三个年头了，做好
文旅融合发展，水镇在回归传统中国
年的同时，更加注重将爱国主义教育植
入其中。

2 月 5 日，在赵县柏林大街一家量
贩式 KTV 包房内，几对年轻的夫妻正
在尽情高歌，旁边的孩子们挥舞着小
手。从广西桂林回家过年的孙健告诉
笔者，他们几家人是很好的朋友，春节
聚首，大家话友谊、谈事业，但最让大家
激动的还是家乡的变化：“一座座新建
的公园和一条条整修过的街巷，城镇面
貌焕然一新，百姓日子红红火火。这一
切，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祖国母
亲，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最能表达大家
共同的心声。”

当春晚舞台上《我和我的祖国》旋
律响起的一刹那，在塞浦路斯执行维和
任务的沧州籍警察齐立伟禁不住热泪盈眶。42 岁的齐立伟曾
于 2007 年 9 月赴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1 年 3
个月，获维和勋章。2018 年 7 月，又作为中国赴联合国塞浦路
斯维和警队副队长赴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至今，是沧州市目
前唯一一个参加过两次维和行动的民警。“只有身在异国他
乡，你才能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和他们对中国的崇敬和赞
美。”齐立伟激动地说。

在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同时，不少城乡群众选择用升国旗
来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大年初一一大早，在邯郸市涉县索堡镇佛堂村，村民杨
忠太家传来庄严的国歌声。（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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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变味的“人情往来”
□张 博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节到来，万家团圆、举国同庆。

我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重视人情
礼仪。过年期间，大家走亲访友、相互

问候，为节日平添了几分喜庆。但值
得警惕的是，一些投机钻营者打着

“人情往来”的幌子送礼品、送红
包，借机拉关系、铺路子，甚

至进行权钱交易。这样的“腐拜”，不仅
败坏党风政风，而且会带坏社会风气。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年关”时把好

“廉关”，就必须杜绝一切变味的“人情
往来”。

人情人情，人之常情。正常的人情
往来，不仅是基本的社交礼节，也是亲
朋好友之间维系情感的内在需要，无可
厚非。不过，人情往来有真心实意的，
也有别有用心的。比如，有的人想尽一

切办法送出丰厚的礼物，就是试图使对
方欠着“人情”，方便以后请托办事。这
样的行为，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基于

“理性”算计的策略，最终目的是为了通
过收礼者掌握的权力牟取利益。特别
是在节日期间，行贿者以“习俗礼仪”作
为幌子，受贿者用“人情往来”自我开
脱，更容易引发消极腐败现象。

“礼饵毒兮，慎而受之。”人情往来
掺杂了权、钱、利，就会变味变质，成为

“糖衣炮弹”。在这样的“饵”面前，一旦
把持不住、动心伸手，就有可能上瘾、下
水，最终堕落为受人支配的权力玩偶。
仔细观察那些贪腐分子的堕落轨迹，许
多都是从收受红包、礼金开始，一步步
滑向深渊的。因贪腐而落马的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在事发
后曾痛心疾首地说：“由开始的逢年过
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
财，（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从省人社
厅获悉，2018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87 万人，比上年增加 4.94 万人，完
成省计划的 106.1%。城镇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 26.5 万人，就业困难
对象实现再就业 11 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人数比年初增加 62.4 万
人，均超额完成全年就业工作目标
任务。全省共消除零就业家庭 213
户，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全省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 3.3%，控制在 4.5%
以内。

我省始终把稳就业作为重大
的政治责任，不断完善促进就业政

策，先后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及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去产能职
工安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创业就业孵化基
地认定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深入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
支持技能提升“展翅行动”，广泛开
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活动，
重点群体就业平稳有序，零就业家
庭实现动态清零。加大就业培训
力度，深入实施职业教育和就业培
训工程，（下转第二版）

扫码看视频。
记者 赵海江

张 晶摄制

春节前，西柏坡红旅小镇工作
人员将一个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张灯结彩庆新春。

记者 赵海江摄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2 月 6 日，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就古
城保护工作到正定县调研检查，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解决
实际问题，并到正定南城门实地检查古
城保护和节日旅游工作情况，与广大游
客互动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石家庄市委、正定县委主
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正定古城保护工作
进展。王东峰认真听取汇报，就古城保
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

王东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
知之深、爱之切，对正定更是充满感情、
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
期间，亲自推动古城保护工作，取得了
重要成效，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怀牵挂正定
古城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
书记亲自到正定视察工作，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特
别是石家庄市和正定县，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正定
古城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作
为践行“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
现实检验和实际行动，切实抓紧抓实抓
出新成效。

王东峰强调，要科学推进古城保护
重点工程建设和管理，切实保护好其历
史文化价值。要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
理念，坚持重在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要精心实施重点工程，加
快建设进度，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
建立健全重点工程建设和管理责任制，
坚决防范各种安全事故。要加强宣传
教育，引导广大游客和市民热爱古城、
保护古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和高
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
平。要完善古城保护规划体系，在保持
古城风貌的基础上，加大对古城的改造
提升，完善配套功能，切实增强古城的
活力和吸引力。要坚持跳出古城保护

古城，疏解与古城保护、利用不相适应
的功能，加强与石家庄城市总体规划的
紧密衔接，推动正定发展融入省会发展
大局。要优化正定产业布局，推动新城
与古城错位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教育产业、医疗产业、会展经济以及高
新高端制造业等，推动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东峰强调，要完善公共服务和交

通体系，全面提升古城生态环境和保障
改善民生水平。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建设地下停车、垃圾无害化处理、
雨污分流等公共基础配套设施。要打
造大交通格局，构建航空、高铁、地铁和
高速公路相结合的高效便捷的大交通
体系。要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面积植树造林，

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持续治理污染，
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扎实推进城乡统筹
发展。

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夜色下的正
定古城在灯光的映照下更加绚丽。王
东峰登上正定南城门，实地察看古城旅
游项目发展情况，与广大游客亲切交
流，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

省领导邢国辉、高志立参加活动。

2月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就古城保护工作到正定县调研检查。这是王东峰到正定南城门实地
检查古城保护和节日旅游工作情况，与广大游客互动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记者 赵 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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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过大年

火树银花闹新春

2 月 5 日晚，民间艺人在遵化市亚太庙会上表演“打树
花”（无人机拍摄）。春节期间，遵化市亚太庙会举办“打树
花”实景民俗表演。 新华社发

为“中国好人”送祝福

2月3日，隆尧县党员志愿者为尹村镇杨村90岁的老
党员、“中国好人”王桂文（左）贴“福”字、挂灯笼、送祝福。

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