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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原雪）7 月
17 日，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到唐
县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
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践行初心使命，提高能
力水平，着力加强人民政协自
身建设。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对政
协工作的部署要求，如何进一
步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带着
在主题教育中的学思践悟和
对政协工作的深入思考，叶冬
松 实 地 考 察 了 部 分 企 业 、村
庄 ，调 研 走 访 了 唐 县 政 协 机

关，认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
意 见 建 议 ，深 入 查 找 问 题 不
足，与大家探讨加强和改进政
协工作的思路举措。

叶冬松指出，要加强理论
武装，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要持续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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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习不断往深
里走。要创新学习形式，探索
建立学习座谈小组制度，推动
学习不断往实里走。要坚定信
仰信念，（下转第四版）

叶冬松在唐县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践行初心使命提高能力水平
着力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水利厅把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
过程，坚持边学、边研、边查、边改、边建，做
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突出水
利行业特色，解决水利难题，确保主题教育
不虚不空不偏。

“主题教育要结合本部门特点有针对性
地进行。”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位铁强介
绍，省水利厅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紧密结合部
门实际，围绕解决防汛抗旱、地下水压采、水
生态环境整治、水利工程监管等制约水利高
质量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
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解决基层党的建设面
临的新挑战等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

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专
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
式 ，广 泛 征 求 意 见 建
议。通过分层次全方位
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
资料，把真实情况摸上
来，把普遍性问题找出
来，拿出破解难题的实
招硬招，推动各项水利
工作落实落细。

（下转第四版）

本 报 讯（记 者 米 彦
泽）参观河北安平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并与丝网企
业进行座谈，详细了解掌
握外向型企业在对外投
资、对外贸易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了解
掌握全省会展业发展现
状和外向型企业参展需
求⋯⋯近日，省贸促会制
定调研计划，于 7 月上旬
至7月底聚焦企业在营商环境、对外联络、涉
外商事法律服务和会展展览等方面的需求和
问题，赴全省各地开展大调研，确保“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接地气、求实效。

省贸促会结合工作实际，开展通读两本
书、上好三堂课、组织“双向问计”专题调研、
扎实做好“四查四看”等活动，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
过程。“要解决好群众关切和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问题、解决好贸促工作发展的短板和弱
项，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务求实效。”省贸
促会党组书记、会长魏存计说，省贸促会要把
主题教育同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等各项工
作结合起来，同实施好省贸促会的“四项工
程”（优化联络布局工程、拓展国际市场工程、
会展品牌提升工程、（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7 月 18 日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主持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座谈会，征求省委有关部门意见建
议。省委副书记赵一德出席座谈会。

会上，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
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政研室、省
委省直工委、省委编办、省信访局负责
同志分别发言，汇报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围绕提升主题教育实效、加强机关
党的建设、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做好宗
教工作、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等提出意见建议。王东峰认真听取发
言，要求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认真梳理归纳，作为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的重要内容，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实
成效。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创新理
论武装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作表率，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
实。通读精读必学书目，深钻细研原著
原文，深刻理解核心要义，以理论上的
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真学深思常
联系，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全面把握贯
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
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突出党的政治
建设，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切实做
到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自觉践行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
部署对标对表，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
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杜绝。深化对党的忠诚教

育，切实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理性认
同、情感认同，提高坚决维护的定力和
能力，以实际行动坚决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忠诚干净担当

和勤政廉政，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作表率，切实做到自觉拼搏奋进。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的关
系，新官要理旧账，担当尽责，敢抓敢
管，做到勤政促发展、廉政保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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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把党的领导作
为根本保障，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切实做到以

上率下、争创一流。充分发挥省直机关
示范带动作用，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
绩，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纠正“四风”
和作风纪律专项整治，严肃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的典型案
件，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聚
焦解决突出问题，切实做到“四个到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题到位、整改落
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的明确要求，对
我省主题教育进行“回头看”，对标对
表，创新工作方式，查找突出问题，加强
督促检查，确保主题教育不虚不空不
偏，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省领导梁田庚、冉万祥、高志立参
加座谈会。

王东峰主持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座谈会征求省委有关部门意见建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推动机关党建和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赵一德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省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经验，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

全面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以“村收集、乡（镇）转运、
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为
主 线 ，全 面 推 进 建 立 长 效 机
制。截至 6 月底，全省农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的村庄达
45967个。

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我省今年计划改造农村厕所200
万座，截至6月底，已完成农村厕
所改造89.5万座，今年入冬前基
本能完成全年改厕任务。

分类实施生活污水治理。
各地因地因村选择生活污水治
理模式，推动城镇污水管网向
周边村庄延伸，（下转第二版）

上半年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

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的村庄达4596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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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 点 调 研

采访手记

两次抉择两次抉择 一片青山一片青山
—— 来自来自““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前南峪村的报道前南峪村的报道①①

省水利厅坚持边学边研边查边改边建以能否解决问题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省贸促会把主题教育同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等相结合

开展八项专项整治活动促落实

□桑献凯

村前浆水河水清流缓，村口牌楼古
朴典雅；街道干净整洁，小楼民居各具特
色；远山满目浓绿，山坡樱桃园的樱桃泛
出玛瑙般色泽；天蓝云白，空气中散发着
淡淡的青草味道⋯⋯行走在五月的前南
峪，如徜徉在迷人的江南水乡。

50多年前的前南峪却是一片光山

秃岭，村民吃返销粮用救济款。如今
这里已成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林
木覆盖率达94.6%，2018年全村总收入
1.99亿元，人均纯收入18600元⋯⋯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小山村发生如
此大的变化？蹲点调研的第二天，参
加该村的“主题党日”活动后，答案逐
渐清晰。

5月15日晚7时30分，“主题党日”

在村党员活动室准时开始，主题是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村党委书记郭天林介
绍，前南峪的“主题党日”始于1964年5
月15日（当时叫“村党员全会”），原因是
1963年的洪水把前南峪逼入绝境，几十
户村民都跑到山西逃荒了。那次会议
连开了三个晚上，研究制定了前南峪发
展二十年规划。就是那年定下规矩：每
个月的15日为“党员全会日”，学习党章

党规和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学习
经济科技知识，研究村里的重大事项和
决策。正是55年的坚守，让村党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不断
增强，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形
成强大凝聚力。抗战时期，前南峪是
抗大所在地，是红色堡垒村，红色基因
一直传承。采访75岁的老支书郭成志
时，他说的话朴实又有直击人心的力
量：“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
农村的党员干部就是要千方百计让村
民都过上好日子。”（下转第三版）

55年“主题党日”彰显为民初心

5月18日，在邢台县前南峪村，游客们把镜头对准对面山坡上的“再造秀美山川”拍照留念。 见习记者 李东宇摄

□记者 桑献凯 张怀琛 郭 伟

簇簇“红宝石”缀满枝头，五月艳
阳洒在邢台县前南峪村建滩沟上，采
摘园里连片的樱桃熟了。

村林业队队长郭海庆是这里的
“园长”，他抱腿坐在沟口石阶上向
上瞅，有说有笑的游客们提着一袋
袋樱桃，穿过开满紫藤花的长廊走
下来。

“抹个零头呗。”有游客说。
“咱这山，拿过联合国环境保护

‘全球 500 佳’提名奖，咱这园子，都是
漂洋过海来的好品种。”黢黑精瘦的郭
海庆，脸上笑出褶儿，“一斤35块，能让
你吃了亏？”

采摘园四面青山环绕。8300亩山
地，29.64 万株果树，今天的前南峪，林
木覆盖率94.6%。

好山好水好风景，再加上嘴边一
嘟噜红樱桃，游客们舒心顺气：“你说
不亏就不亏！”

夏采樱桃油桃，秋收苹果板栗。
2018年，前南峪村林果业收入1800万
元。奔着这片青山绿水而来的游客，
更是带来大笔进账：一年里，村旅游总
收入8760万元。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吃亏”。
但算清这笔账，前南峪用了半个

世纪。

逼出来的抉择：再造秀美山川

樱桃园上的平台视野开阔，游客
们在这里合影、自拍。照片里留下人
们的笑脸，还有对面山坡上一行硕大
标语：再造秀美山川。

山川亘古未变，但秀美俩字落到
前南峪，满打满算不过40来年。

56 年前，站在这片山坡上，18 岁
的郭九文望到的是被“扒了皮”的山，
断了根的树。

“1963 年那场雨，哗哗地下了 7 天
7 夜，村里人都喊天‘漏’了。老祖宗留
下的一片片板栗树、柿子树被连根儿
拔了。”5 月 16 日，74 岁的村民郭九文
回忆说，“村西的浆水川里，滚下来的
浑水卷跑了好几个石磨盘。下到第 3
天，南坡上泥石流就下来了，20多间土
坯房一个没剩，满街都是哭声。”

村史馆里贴着一张 1963 年全村
受灾情况统计表：（冲毁）耕地 300 亩，

（冲毁）果树2400株，泥石流246处，房
屋倒塌 165 间，外出乞讨 18 口，死伤
12人，粮食绝收。

有人给前南峪编了句顺口溜：光
山秃岭和尚头，洪水下山遍地流，沿川
冲走河滩地，十年九灾不保收。

人均不到 6 分田的浆水公社第一
穷村前南峪，被逼入绝境。

“水土都留不住，咋还能养得活
人。”郭九文的父亲狠下心，要卖了房
子逃荒去山西。

披上露棉花的破棉袄，蹬上露脚
跟的“老山杠”，那天，郭九文瞧见父亲
挑起两个大荆筐。一筐里几件破衣烂
衫，一筐里小半袋橡子面。母亲跟在
父亲身后，（下转第三版）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记者熊
争艳、曹国厂）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五周年，今年确定的88项重
点工作进展如何？河北雄安新区建
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有哪些亮点？下一阶段的重
点工作有哪些？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在雄
安新区组织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现场会，来自京津冀三省市，教育部、
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
家卫健委等 14 个部委及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
相关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京
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但也要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
经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
各项工作。下一步，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工作协同性，加强重大问
题研究，对照今年重点工作任务，狠抓

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亮点一】
雄安新区 67 个重点项目

今年开工
驱车穿行在雄安新区，“千年秀

林”郁郁葱葱，华北明珠白洋淀波光粼
粼。在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
场，塔吊林立、场面壮观；作为雄安新
区起步区北部重要的防洪设施，南拒
马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重型工程车、
吊车、运输车往来穿梭⋯⋯

（下转第四版）

从十大亮点看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

我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基本涵盖全部小麦产区

天宫二号受控离轨再入大气层
中国载人航天完成空间实验室阶段全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