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HEBEI DAILY

2020年1月 日 星期一 己亥年十二月廿六 今日12版

河北新闻网：hebnews.cn

第 24957期 代号 17－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01 请关注河北日报微博、微信、客户端

建
设
的
脉
动
有
力
有
序—

—

雄
安
画
卷

徐
徐
铺
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1 月 18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到保定市阜平县调研慰问，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革命老区干部群众致以新春问
候。王东峰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
作，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到
阜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我们要把习近
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
坚定不移抓党建、促脱贫、防返贫、保小
康，确保今年高质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春节临近，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阜平
县龙泉关镇平石头村到处张灯结彩。随
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村民们搬
进了新楼房，过上了好日子。王东峰走进
贫困群众朱记红家中，关切地询问他的
生活情况。当得知朱记红的爱人患病、医

疗支出较大时，王东峰告诉当地负责同
志，要严格落实贫困群众帮扶和救助政
策，用好社会救助基金，切实解决贫困群
众的特殊困难。看到省委书记来了，平石
头村的乡亲们自发聚集过来。王东峰与
乡亲们一一握手，祝大家新春快乐，叮嘱
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好生活，齐心协力
加油干，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骆驼湾村，灯笼高挂，美食飘香，
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王东峰先后到
老党员唐荣美、脱贫户唐宗秀家中慰问，
与他们促膝交谈。王东峰说，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关心关怀贫困群众，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贫困群众带来
了福祉和实惠，大家发自内心感恩总书
记，感谢党中央。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大家
要凝心聚力，巩固拓展工作成果，加大工
作力度，苦干实干，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

效，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深
情厚望。

随着骆驼湾村的村容村貌不断改
善，大量游客慕名而来，观赏太行风光，
体验山区文化。王东峰认真考察骆驼湾
村的街容街景，与游客和商户深入交流。
王东峰强调，脱贫致富奔小康，产业是根
本，增收是关键。要结合当地实际，大力
发展致富产业，特别要深入挖掘独特的
自然和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和种
植业，改善老区面貌，增加群众收入。

在顾家台村，王东峰走访慰问了脱
贫户顾成虎，详细了解他的身体和收入
情况，叮嘱他保重身体。随后，王东峰来
到村党群服务中心，考察基层党建示范
点，并与村干部、驻村工作组和村民代表
围坐在一起“话家常”。王东峰强调，要切
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奔小康，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慰问结束后，王东峰主持召开座谈
会，认真听取保定市、阜平县和龙泉关镇
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充分肯定成绩，指出
差距不足，就全面做好今年扶贫脱贫工
作和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明确要求。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党绝对忠
诚的实际行动和现实检验，咬定目标不
放松，坚定信心不动摇，确保脱贫成果经
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坚持精准扶
贫脱贫，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全面落
实“两不愁三保障”任务。要对照脱贫标
准，进一步细化工作责任，（下转第二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1月19日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
峰主持召开省委去产能促转型工作专题
会议，听取 2019年重点行业去产能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 2020 年工作任务。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勤出席会议。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河钢集团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
2019年全省钢铁、煤炭、火电、水泥、平板
玻璃、焦化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情况
和钢铁企业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走
出去”情况及2020年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化
解过剩产能、促进转型升级工作高度重
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取得
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我们要总结经验，
肯定成绩，巩固成果，鼓舞士气，坚持目
标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正视存在的差
距和不足，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去
产能促转型工作升级加力，确保如期高
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去
产能、调结构、促转型。始终把落实“坚决
去、主动调、加快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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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贯彻落实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实际工作成效坚
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坚持关小
促大、保优压劣，全面完成去产能和促转
型任务。对标对表中央对我省去产能的
任务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
署，紧密结合市场生产消费需求和环境
污染治理目标，进一步聚焦工作重点，明
确目标任务，列出时间表、路线图、责任
人，创新工作方式，狠抓任务落实，坚决完
成既定目标。要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快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走出去

步伐。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参
与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优势
产能、设备、技术和人员走出去，着力构建
国际化产业布局。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全面提升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鼓励支
持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深化合作，推进产
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
品牌。要坚持深化改革和退城搬迁，全力
解决超标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全面深
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利用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修编有利契机，加
快解决城市钢铁围城问题，推动钢铁产
业向沿海临港地区聚集，（下转第二版）

王东峰到保定市阜平县调研慰问时强调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
坚 定 不 移 抓 党 建 促 脱 贫 防 返 贫 保 小 康

王东峰主持召开省委去产能促转型工作专题会议强调

坚 定 不 移 去 产 能 调 结 构 促 转 型
全面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许勤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月18日给74集团军某旅“硬骨
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牢记
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
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连队
建设得更加坚强，并向官兵们和他们的
家人致以新春祝福。回信全文如下：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

你们好！来信收悉。2004 年，我
专程到连队看望了你们。得知你们移
防后发扬光荣传统，取得新的成绩和

进步，我感到很高兴。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希望你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
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
神”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春节快要到了，我向你们和你们
的家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
祝福。

习近平
2020年1月18日

“硬骨头六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
统的英雄连队。1964年，该连被国防

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习近
平心系基层、情系官兵，对“硬骨头六
连”一直十分关心。2004 年，习近平
专门出席连队命名40周年纪念大会，
亲切看望连队。2014 年古田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时，习近平接见连队时任
指导员，向全连官兵表示亲切问候。
近日，“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满怀深
情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他们移防以来
工作、学习等方面情况，表达牢记习主
席嘱托、发扬光荣传统、矢志强军打赢
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硬骨头六连”回信
勉励他们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
雪）受王东峰书记和许勤省
长委托，1 月 18 日，省政协主
席叶冬松到雄安新区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困难党员、离休
老干部、退役军人、先进典型
和驻雄安新区部队，向大家
致以新春的祝福，送去省委
省政府的关心关怀。

“给您拜个早年！”“身体
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需要

解决？”叶冬松先后慰问了低
保户刘志玲、离休老干部曹梅
树、困难老党员杨玉军、退役
军人张社国、优秀基层干部刘
振军，与他们促膝谈心，共话
新时代新发展新变化。叶冬
松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为河北发展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
在不同时期、（下转第五版）

叶冬松到雄安新区走访慰问时指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党的关心关爱送到千家万户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1月18日至19日，在新春佳节
即将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赵
一德到邯郸市和定州市走访
慰问老党员、驻冀部队官兵、
先进典型、困难群众和退役军
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
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副省长葛海蛟参加走访慰问。

在邯郸市，赵一德先后来
到军队离退休干部李振华家、
老党员李树春家，祝他们新春

快乐、生活美满，要求当地党
委政府落实好有关政策，照顾
好老党员、老干部的生活。在
全国先进工作者马永安家，赵
一德对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
献表示感谢，要求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锐意进取、苦干实干，
推动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在海军某训练基地，赵一
德代表省委、（下转第五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周洁）
1月17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范照兵主持召开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晓东、王会勇、张
妹芝，秘书长曹汝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
大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对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审议
情况。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

对表全国人大，紧紧围绕“三
个紧扣”，按照省委要求，履职
尽责，担当作为，不断打造河
北人大工作新亮点。要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高质量办
理好代表审议意见，全面提升
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更好服
务全省改革发展大局。

会议研究确定了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
时间，初步确定了会议议题。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主任会议

张古江同志任河北省委
常 委 、唐 山 市 委 书 记

河北日报讯 近日，中共
中央批准：张古江同志任河北
省委常委；省委决定：张古江
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
书记。

张古江，男，汉族，1963年
3月生，天津人，1984年12月入
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省委
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国农
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曾
任共青团河北省委青工部负责

人、副部长、部长，共青团河北
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承德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承德市委
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承德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正厅级），省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邢台市委书
记，省政府党组成员，2017年1
月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20 年 1 月任河北省委常委，
省政府副省长，唐山市委书记。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

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7次视察河北，对河

北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燕赵大地

充满深情，对河北人民关怀备至，对河北发展

寄予厚望，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全省上

下发自内心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又是一年新春至，

佳节更加思亲人。总书记看望的人，关心的

人，他们的生活、工作有了哪些新变化？总

书记关心的事，牵挂的事，有了哪些新成

效？今起河北日报推出“新春走基层”特别

报道——“和总书记说句心里话”，忆关怀说

变化，向总书记汇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

示燕赵儿女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

阜平县骆驼湾村唐宗秀和老伴当上了民宿服务员

黄土真的变成了金！

1月 12日，在阜平县骆
驼湾村，唐宗秀（左）和老伴
儿陈德印在自家小院里，手
拿大幅剪纸，表达对新春的
祝福。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 摄制

雄安，每天都是新的。
新年元旦，容东等 4 个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蓝图公示。放眼新区，
雄安站“长”出地面，“千年秀林”描
绘“大地艺术”，政务服务中心人流
穿梭，运转顺畅。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一
站来到雄安新区。“要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
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要打造一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的标志性工程项目，新开工建
设一批交通、水利、公共服务等重大
基础配套设施，让社会各界和新区
百姓看到变化。”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让新区建设者倍感振奋、干劲
更足。

千年大计，乘风破浪。2019 年，
雄安新区转入实质性开工建设阶
段。河北省委、省政府把千钧重担扛
在肩上，稳扎稳打。省委主要负责同
志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新区，督促规
划、项目落地。雄安建设者在新区大
地留下坚实足迹。

这一年，从地下到地上，从植绿
到治污，开工建设的脉动有力有序，
面向未来的雄安新区画卷正徐徐
展开。

开路先锋，为建设起步
“铺路架桥”

塔吊高耸，车流滚滚，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拔节生
长”。

“工地摄影师”——中铁十二局雄安站项目部任双欢，
用5万多张照片串成一部雄安站建设纪录片。“眼看着从地
下长高了，现在呀相机要朝上拍。”2019年6月，项目逐步转
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雄安站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循着他镜头的方向，记者爬梯登上正在建设的站台层。
塔吊长臂在空中划出巨幅剪影，一标段项目部负责人说，站
台层有望于1月中旬封顶。

雄安站是新区第一个开工的重大交通项目。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雄安时，通过视频连线现场施工人员，称他们是雄
安新区建设的开路先锋。

天寒士气热，眼下 4000 多人在工地鏖战。“任务很重，
使命光荣，保证质量是第一位，我们要为‘雄安质量’贡献力
量。”雄安站房指挥部安全质量部负责人李天琦话语坚定。

“一天走两万多步，两个月就能穿坏一双球鞋。”中铁十
二局“90后”技术员董吉林刚加班回来，（下转第五版）

赵一德到邯郸市和
定 州 市 走 访 慰 问

＞＞＞全文详见第二版

记者 徐运平 张志锋

编者按 人民日报1月17日刊
发《建设的脉动有力有序——雄安
画卷 徐徐铺展》，介绍了河北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推进雄安新区转入实质
性开工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报今日
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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