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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3月13日
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
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开
展复工复产情况调研的通知精神，研究
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东峰主
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北省武汉
市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武
汉人民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对毫不放松
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重要指示，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全局性、针对性、指

导性，为我们进一步做实做细防控工
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服务
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继续支持湖北省、武汉市和神农架
林区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加大医务人员
驰援、防护物资供应等支持力度，为坚
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防控工作，筑牢“三道防线”，拱
卫首都安全。要强化与京津和周边省区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环京周边车辆和人
员检查检测工作，持续开展社区动态排
查，严格落实农村、机关、企业防控措
施，全力防止境外疫情输入，确保疫情

省内不扩散，省外不输入不输出，坚决
筑牢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防线。要坚持
科学精准救治，全面排查发热人员和核
酸检测不放松。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
术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最大
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要全面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心关
爱特殊群体和保障市场供应。用心用情
用力关心帮扶因疫情防控在家隔离的
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密切监测市场需求和价格
动态，保障米面粮油、菜肉蛋奶等生活
必需品供应，确保群众正常生活不受影
响。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企
业复工达产步伐，积极配合中央调研工
作组相关工作。组织力量对全省各市复
工复产情况进行调研检查，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一季度开好局、
起好步。

会议强调，要切实改进作风抓落实，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着力强化党的领导，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包联责任制，深入一
线推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项目建设、

“三创四建”等工作，磨砺责任担当之勇、
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
之能，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
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充分调动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
性，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
出合格答卷，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更大贡献

王东峰主持并讲话

许勤出席全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打好“节、引、蓄、管”组合拳
确保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

赵一德主持会议

□康 乾

延长供暖时间，暖了群众的身，更
暖了群众的心。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
阶段，为有效应对采暖季结束后的降
温天气，保障群众居家温暖舒适，经省
委、省政府研究同意，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省
各地延长供暖时间，全省法定 3 月 15
日停暖的地区和法定 3月 20日停暖的
承德市（不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丰宁满族自治县），原则上延长至 4 月

初。供暖期间室温标准和服务质量不
降低，各供热企业不得另外向群众收
取采暖费用。

按照惯例，我省大多数地区在3月
15 日停止供暖，但有北方生活经验的
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尽管气温有所回
升，但往往“乍暖还寒”，“倒春寒”时常
来袭。特别是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不少人尤其是广大学生和学龄前
儿童仍然“宅”在家中。倘若依然按照
惯例停止供暖，这些人一旦因突然降
温而感冒发烧，不仅降低了自身免疫
力，还可能要出门去医院，无形中增加

感染风险，也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大局。
面对这些问题，及时延长供暖时

间，解除了不少市民对“倒春寒”的担
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疫情隐患，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
动体现，是顺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
民生举措，不仅把浓浓暖流送到千家
万户，更将党和政府的贴心关怀送到
群众的心坎上。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时刻把群众
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不是空泛、抽象
的，而是体现在一个个难点、痛点的解
决上，体现在延长供暖时间这样一件

件具体的好事、实事上。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北方地区冬季安全清洁取暖
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省委、省政
府始终坚持带着感情和责任抓好冬季
清洁取暖，多次就供暖工作作出详细
的安排部署。这次延长供暖时间再次
让我们体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
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没有
捷径，只能一点一滴扎实推进。每家
每户的暖气热不热、菜市场离家近不
近、养老服务顺不顺心、河水能否再清
一点……群众的一桩桩“小事”，都需
要各级政府始终关注，（下转第三版）

延长供暖，让这个春天更温暖

赵一德在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到省新冠肺炎远程会诊中心调研检查时强调

毫不动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加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占稳、
解丽达 通讯员张洎）3月 2日
一大早，香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干部张晓伟和同事一
道，赶到包联的三田服装检整有
限公司、铭仕包装膜厂等4家企
业，认真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了解复工复产中还有哪些
难题需要帮助解决。在香河，共
有2253名和张晓伟一样的机关
干部，下沉到全县农村、社区、企

业，织密织牢基层疫情防控网，
零距离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和正在到来的复工开市返
城高峰，廊坊市从市县乡三级
下派了 22981 名机关干部，进
驻全市农村、社区、企业疫情防
控第一线，实现对农村、社区、
企业“多对一”、全覆盖，全面夯
实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
基础，（下转第三版）

廊坊两万多名机关干部
下沉基层零距离服务一线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3 月 10 日至 13 日，省委副书记
赵一德通过视频调度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与各市和雄安
新区负责同志视频连线，深入
了解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
控、入境人员管控、困难群众兜
底保障、正常医疗服务开展、患
者愈后管理等情况，在充分肯
定前段工作后强调，要全面落
实王东峰书记在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毫
不动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加

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国
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工作指导组组长李建国
和省领导袁桐利、徐建培分别
参加调度并讲了意见。

赵一德强调，要持续用力筑
牢防线，强化关口前移和京津冀
联防联控，严把城乡社区防线、
境外疫情输入防线、环京“护城
河”防线和公共场所、特殊场
所、机关企事业单位防线，坚决
阻断疫情传播途径。要坚定不
移守住底线，（下转第三版）

▲3月6日，市民在超市“爱心助农”专柜选购香菇。
◀3月2日，临城县贫困村店上村的菇农在采收香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农超对接 香菇滞销变畅销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3 月 13
日，全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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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
工作安排和王东峰书记要求，研究部署

我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省长
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赵
一德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
导下，在财政部、水利部等国家部委大力
支持下，我省从2014年开展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试点，目前已压减 36.9亿立方
米，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

部门要继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
方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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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将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纳入全省重点领
域清理规范 6 项工作，突出重点做好

“节引蓄管”四篇文章。积极开展节水
增效行动，大力发展适水农业、高效农
业，加快实现冬小麦节水种植技术和节
水品种全覆盖，推广旱作雨养经济作
物。引足用好外调水，算好政治账、民
生账、生态账，解决高氟水地区群众安
全饮水问题，争取中央和有关部委支
持，高效利用引江引黄水源。持续推进
补水蓄水，通过水库增蓄、河道拦蓄、坑
塘存蓄，增加雨洪调蓄能力，对现有河
道、湖泊、湿地、坑塘等水系开展清理整
治，实施河湖生态补水。做好管水文
章，各地细化完善取水管控方案，全面
开展取水许可审批排查清理，坚决把好

“总阀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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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月13日致电卡特里娜·萨克
拉罗普卢，祝贺她就任希腊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希

腊是守望相助、互利共赢和文明互鉴
的好朋友。去年底，我成功对希腊进
行国事访问，我对两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满意，对

中希合作前景充满信心。我高度重视
中希关系发展，愿同萨克拉罗普卢总
统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共同推动中
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向希腊新任总统
萨克拉罗普卢致贺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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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
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同
时要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
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特别
是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
争精神，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一以
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通知强调，制定出台《规定》，是党
中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的重
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

《规定》的学习贯彻，增强“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强化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担当，扭住责任制
这个“牛鼻子”，抓住党委（党组）这个
关键主体，不折不扣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不断提高履职尽责本领，努力
提高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能力，以全面
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知要求，执行《规定》中的重要
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规定》全文如下。

党委（党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0年

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落实党委（党
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法规，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地方党委
和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设
立的党组（党委）。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
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在本单位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的基层组
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参照
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党委（党组）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责、负责、尽责，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
理想信念，以“两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
党心军心民心，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下转第三版）

日前，受疫情影响，临城县贫困村店上村大批香菇出现滞销。在邢台市市场
监管局的协调下，当地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与香菇种植户实现对接。目前，店
上村扶贫香菇大棚日出香菇3000公斤，农民再也不愁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