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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利）在阜平县香菇
种植核心区的天生桥乡，李春明两个
大棚里的香菇供不应求。“大小适中、
伞盖发白的一斤卖 6 块钱，今年大概
能挣 10 万块。”从昔日的贫困户到如
今的香菇种植能手，这种转变连他自
己都说“没想到”。

李春明种香菇的本领来自阜平县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办的食用菌培训
班。而在全省，民俗旅游、电子商务，
高山苹果、富硒西瓜、樱桃种植等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遍地开花，仅去年以来
就培训了13707人，“李春明”们日子越
过越红火。

将职业教育同精准扶贫相结合，
我省职业教育改革迸发出崭新活力。
据省教育厅副厅长贾海明介绍，我省
近年来不断优化机制、创新模式，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改善民生、服
务社会。

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我
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各级政府对职

业教育进行统筹管理，年均开展各类
培训近 140 万人次。在阜平，围绕主
导产业发展需求，全县整合扶贫、农业
等各类培训资金，集中捆绑使用，发挥
职业教育师资、技术优势，灵活采用

“职教+企业”“职教+合作社”“职教+
村委”等培训模式，创新“微信+”学习
服务形式，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参训
学员每年户均增收 5000元。

为服务社会发展，我省加大职业
院校专业调整力度。（下转第八版）

产教融合助力脱贫攻坚

我省职业教育年均培训近140万人次

□记者 方素菊

老旧小区改造，使定州市石油公司家
属院居民“堵心”的回家路变成了令人赏心
悦目的风景；四好农村路，让承德市双滦区
陈栅子乡二兴营村村民李振富吃上了“旅
游饭”⋯⋯

保持投资稳步增长是支撑全省经济平
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我省
着眼补短板、惠民生、增后劲，进一步扩大
有效投资，稳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精准施策补短板，基础设施
和社会民生领域投资增长快

“过去天天为浇地水发愁，如今农场建
了两座农业扬水站，把水送到了田间地头，
我对明年的春耕生产心里有底啦！”初冬时
节，看着等待播种的稻田，唐山市曹妃甸区
第八农场孙塘庄农民孙任好对来年丰收充
满期待。

农业用水尤其是曹妃甸南部水田生产
用水是该区农民关心的问题。唐山市曹妃
甸区农业部门经过多次实地调研、论证，共
筹集并落实资金 2211.57 万元，用于农业水
利项目，为该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曹妃甸区的做法，是我省补短板稳投
资的缩影。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我省
基础设施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
长 15.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3.7 个百分
点。其中补短板领域的投资尤为亮眼。水
利基础设施同比增长 89.3%，城市市政公
用事业投资同比增长 17.5%。民生领域投
资增长迅猛，教育业投资同比增长 69.2%，
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 54.7%。

抓投资就是抓发展，抓项目就是抓后
劲。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投资
和项目建设工作，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文
件，落实目标责任、细化台账管理，常态化
开展督导调度，层层传导工作压力。

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大基础设施领
域补短板力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瞄准脱贫攻坚、生态环保、能源、
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重点区域，梳理形成了 2019-2020 年全省基
础设施补短板领域项目清单，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将清单中本地
区本行业的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项目全部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并实行动态管理。截至目前，已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中基
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约 1600项，计划总投资 1.3万亿元。

为协同推进补短板工作，今年 3 月份，我省建立了推进基础设
施领域补短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
村厅等 27 个部门单位统筹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前期手续、推介发
布、专项债券安排、政金企合作、落实配套建设条件、推动项目实施
等工作。

在解决资金来源方面，省发改委依托河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建立常态化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机制，（下转第八版）

补短板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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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建）12 月 10
日，全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工作推进会在沧州市东光县召
开。省委副书记赵一德在会上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地下水超采治理的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
实王东峰书记要求，加大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力度，全力推

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会议
由副省长时清霜主持。

赵一德在肯定前段工作、
分析当前形势、指出存在问题
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做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工作。要强化重点领域节水，
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和我省
实施方案，（下转第三版）

赵一德在全省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加大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力度
全力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12 月
9 日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
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以来，报
名人数已达 46.3万。

12 月 5 日，北京冬奥组委
面向全球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招募
公告，正式拉开赛会志愿者招

募工作帷幕。北京冬奥组委人
力资源部部长闫成表示，赛会
志愿者招募启动后，报名非常
踊跃，截至 12 月 9 日 18 时，报名
人数已达 46.3万。

闫成表示，北京冬奥会赛
会志愿者计划招募 2.7 万人、冬
残奥会赛会志愿者计划招募
1.2万人。（下转第四版）

全球招募启动以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超 46 万

本报讯（记者霍晓丽、汤润清）唐
山是备受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的英
雄城市，明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三
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十周年，为持续
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推
动唐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唐山
市委、市政府日前决定，从今年 12 月 6
日到 2020 年 1 月 6 日集中 1 个月时间，
在全市组织开展“三个努力建成”深化
学习月活动，奋力推动新时代“三个努
力建成”再深化、英雄城市再出发。

2010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习近平

同志到唐山视察，作出了“努力把唐山
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
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
济圈重要支点”的重要指示。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近十年
来，在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唐山历
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锚定目
标、接续奋斗。从把“三个努力建成”
分解成 9 方面、33 类、113 项量化指标，
到构建“实施四项战略、打好五场硬
仗、狠抓十项重点工作”的落实体系；
从 制 定《抢 抓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机 遇
加快实现“三个努力建成”目标的实施

意见》《加快推进“三个走在前列”的实
施意见》，到出台《加快建设环渤海地
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的意见》，唐山十年
如一日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
前行。

“三个努力建成”实施近十年，引领
唐山加快由内陆心态到转身向海的观
念转变，唐山港成为吞吐量全球第四位
的综合大港，连通“一带一路”、陆海内
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引领唐山
加快由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动能转
换，产业结构正在由黑转绿、由旧转新，
正在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轨道；引领

唐山加快由资源工矿型到创新生态型
的城市转型，城市承载能力、内涵品质
大幅提升，加速融入以首都为核心的世
界级城市群。近十年来，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速达到7.6%，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了 1.4 倍，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长 12.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均保持
在 2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分别达到9%和10%。

“‘三个努力建成’放大了唐山这
座城市的视野和格局，（下转第四版）

唐山组织开展“三个努力建成”深化学习月活动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推动英雄城市再出发

□记者 方素菊

日前，省会市民齐晓丽给家住农村
的父母网购了几套过冬衣服。“现在农村
各乡镇都有快递网点，让我们这些平时
顾不上回家的人尽孝心更方便了。”齐晓
丽说，不过，由于现在村里大多数是老年
人，取快递不方便，要是也能像城市一样

“快递到家”，那就更好了。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快递下乡”

工程，2016 年底就已实现快递网点乡镇
全覆盖。然而，快递在向村一级延伸的
过程中，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存在网点
分散、业务量小等问题。此外，快递发
展链条不平衡、服务水平跟不上等问题
也开始显现，制约农村快递发展。

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上还有几
道“坎”？

快递量分散、经营成本高，
阻碍“快递到家”路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出发，沿 107

国道和 033 省道驱车而行，途经十余个
村庄，却几乎见不到快递员蹬着三轮
车送货的身影，而这些身影在市区中
随处可见。

“尽管近几年我省农村快递发展速
度很快，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省邮政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7000 多万
人中有农村人口 3292 万，农村人口占比
43.6%。但前三季度我省农村快递业务
量仅有 1 亿件，占全省快递业务量的比
重仅为 6.9%。由于农村快递网点存在
少、远、疏的特点，大部分快递公司不愿

在农村设置直营网点、分公司。
陈进是平山县西柏坡镇一家快递

超市的老板，目前代理着中通、圆通、韵
达等五六家快递公司的快递业务，每天
他都要开车到县城去拉快递，快递拉回
来后，再由村民们自己取回。“现在周边
20 来个村的村民都上这来取快递，最远
的离这十六七里地。”陈进说。

“快递下乡便利了农民网购，也给
农产品上行开辟了渠道。”陈进说，但就
目前来看，农村要和城市一样全部实现

“快递到家”还不现实，（下转第五版）

本报调查

快递进农家，还有几道“坎”？

本报讯 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
求，我省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集中宣讲工作。截至目前，全
省各级各类宣讲累计 2 万余场，直接受
众近 500 万人，通过电视直播、网络传播
等渠道间接受众超过 5000 万人，在全省
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

坚持以上率下，省级领导带头宣
讲，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省委高度
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东峰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传达学习和研讨交流，强调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和
现实检验。11 月 6 日至 7 日，省委专门
召开九届九次全会对全省学习宣传贯

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审议通过《中共
河北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王
东峰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集中宣讲工作，全程主持中央宣
讲团宣讲报告会，亲自审定我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
中宣讲工作总体安排》，及时组建由省
委常委、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为成员的省委宣讲团并担任团
长，率先在省属高校作我省首场宣讲报
告，先后深入省直新闻单位和雄安新区
等单位和地方开展调研宣讲，为全省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标杆、作出了示
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省级领
导已累计宣讲达百余场。

在省级领导的示范带动下，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省直各单
位、省属高校、省属企业党委（党组）高

度重视集中宣讲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学习、带头交流研讨、带头开展集中
宣讲，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
层搞宣讲的良好局面。各市（含定州、
辛集市）、雄安新区结合各自实际，制定
宣讲工作方案，成立市委（党工委）宣讲
团，组织召开宣讲报告会，深入基层开
展调研座谈宣讲，同群众面对面互动交
流。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坚持走
在前、作表率，精心组织召开宣讲报告
会，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宣讲。省属高校
主要负责同志纷纷走上讲台作报告会
宣讲，深入院（系）座谈宣讲，联系实际
解读。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宣
讲报告会、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宣讲
等形式，传达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各县（市、区）、设区市市直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展集中宣讲，推进
宣讲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坚持广泛覆盖，基层宣讲全面铺
开、亮点纷呈。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紧

密结合“六进”要求，遴选 14 名政治素质
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领导干
部、专家学者组成省委“走基层”宣讲
团，分赴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
化宣讲。截至目前，省委“走基层”宣讲
团累计宣讲 30 余场，直接受众人数超过
5 万人。各地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
体，广泛开展与基层群众面对面宣讲。
石家庄“红马甲”小分队、大篷车文艺宣
传队宣讲，承德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宣
讲，张家口“播种机”理论宣讲小分队宣
讲，秦皇岛“老乡音”“百姓说事儿日”宣
讲，唐山“老爷爷报告团”宣讲，廊坊“一
棵树一本书”社区宣讲，保定巾帼宣讲、
优秀大学生村官宣讲，沧州农村“大喇
叭”宣讲，衡水“城乡文化大院”“小红
帽”宣讲，邢台“小马扎”“乡贤+说事”宣
讲，邯郸“惠民帮帮团”菜单式宣讲等一
大批特色宣讲活动，让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下转第三版）

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热潮

两万余场集中宣讲覆盖我省城乡

＞＞＞见第七版

今日导读

＞＞＞见第二版

近日，张家口市
万 全 区 高 新 区 冰 雪
运动装备产业园内，
企 业 员 工 正 在 整 理
雪板。近年来，张家
口 市 大 力 发 展 冰 雪
装备制造产业，打造
轻 重 装 备 结 合 ，研
发、制造、服务兼顾
的 全 产 业 链 冰 雪 运
动装备制造基地，产
品畅销欧美、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

通讯员 马佳琦
郝丽坤摄

我 省 冰 雪 装 备
全产业链初步建成

省安委办印发

《2019 年 今 冬 明 春
火灾防控工作方案》

紧紧依靠人民
推动国家发展

＞＞＞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