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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受疫
情影响，项目比原计划晚开工一个多
月。为赶上进度，我们按照控制性工
程先行，分阶段、分批次复工的原则，
优化施工组织和人员安排，确保各工
程节点按时完成。”4 月 26 日，京唐城
际铁路唐山机场路连续梁施工现场，
长达128米的连续梁混凝土浇筑施工
正在紧张进行。项目负责人告诉记
者，复工一个多月来，随着 1000 多名
施工人员陆续进场，各施工环节都已
步入正轨。“预计到 8 月中下旬，京唐
铁路跨度最大的机场路连续梁、难度
最大的西二环连续梁即将合龙。”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如今的唐山，
经济社会发展按下“快进键”。截至目
前，全市3952家“四上”企业复工率达
到 99.9%，360 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353.6亿元，153 个计划开工项目
中，已有 98 个开工建设，开工率达
64.2%。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规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增速分
列全省第2位、第3位、第1位，一般公
共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经济运行顶
住了疫情冲击，呈现升温向好、稳中有
进良好态势。

“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
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三
个圆满收官’，是必须全面完成的政治
任务，也是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唐
山市委副书记、市长丁绣峰表示，今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作出“三个
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十周年，唐山将牢
记嘱托、砥砺奋进，全面提高防控“精
准度”和经济“活跃度”，争第一、创唯
一，确保实现“双战双赢”，在新时代全
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中担重任、
挑大梁。

“政府以援企稳岗促复产达效，我
们是最早一批受益者。”说起企业化危
为机、赢得市场的“逆袭”，伦登风机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世俊感慨不已。
1 月 31 日，伦登风机开发的救护车负
压风机通过国家测试认证；2 月 11 日
同北京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取得方舱医院和发热门诊产品订
单。合作协议签订当天，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疫事项审
批“绿色通道”，仅用一小时便办好了新注册公司的工商执照，
并于当天为企业办好了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全部手续。

在坚决遏制疫情的前提下，唐山在全省创新成立经济运
行应急保障指挥部，防疫情、促发展双线联动作战，加快构建
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下转第二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 通讯员
李丽、张洪静）“一台小小的6P空气能热
泵机组，可以稳定为 240 平方米的房屋
供暖，解决了偏远地区没有集中供暖的
问题。”日前，在保定市涞源县，衡水中
科衡发动力装备有限公司经理梁世强
看到公司的一款产品产业化推广效果
后，十分欣慰。“空气能热泵能超低温运
行，输出温度高，制热效果好，可广泛用
于供暖、烘干等领域。这次应用更增强
了企业发展的信心。”

2017年，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与衡水高新区分别以技术和资金入股
的方式成立了衡水中科衡发动力装备
有限公司，梁世强带领十余人的研发团
队入驻衡水高新区。经过两年艰苦攻
关，公司取得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空气

能热泵技术就是其中的一项。
衡水中科衡发动力装备有限公司

只是衡水高新区与中科院战略合作结
出的硕果之一。除此之外，中科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还在衡水高新区注册了3家
高科技公司。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
引了众多科研团队来到衡水创业。如
今，在衡水高新区，12 个产学研合作项
目启动实施，179 位首席专家、20 家“双
创”企业团队入驻，衡水高新区已初步
成为顶尖科研院所集中集群发展的聚
集区。

“引进一个创新创业领军人物，就
可以带出一支创新创业团队，创造一批
高新技术成果，催生一个新兴产业。”衡
水市委书记王景武表示，该市着力构建
吸引高层次人才、高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突出“高、精、
尖”导向，大力引进能够带动新兴学科、
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端产业的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该市还依托创新创业
团队、领军人物和重点领域发展的急需
人才，加快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平台和
重大产业基地建设，构筑“人才、项目、

基地”三位一体创新模式。
为此，该市实行柔性引才机制，对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坚持“一事
一议”，最高给予 2000 万元资金支持。
按照股份制合作和公司制运行的思路，
构建合作共赢、开放共享、滚动发展的
管理体系。免费提供办公和实验用房、
中试厂房及专家公寓，科研院所实行技
术入股成立公司。该市还瞄准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产业的需求，先后引进了3
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中科院韩布
兴院士团队，建设了数字金融及信息安
全产业园、绿色高性能基础材料、玄武
岩产业园区等高科技项目。目前，该市
有获省认定的院士工作站12家，涵盖新
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领
域，进站院士达21名，（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从4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全省
水利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我
省通过下大力实施节、引、调、
补、蓄、管六大治理举措，形成
了修复地下水生态的综合治理
体系，全年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7.3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位相
对回升 0.88 米，深层地下水位
相对回升3.32米。

去年，我省以地下水漏斗
区和坝上地区为重点，大力推
进种植结构调整，压减高耗水
农业种植面积，累计实施季节
性休耕200万亩，发展旱作雨养
30万亩。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新增高效节水灌溉100万
亩，累计达到 5410 万亩。统筹
推进工业和生活节水，强化计
量监督，（下转第二版）

构筑“人才、项目、基地”三位一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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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性
新
兴
产
业
逆
势
增
长

促
消
费
潜
力
释
放
稳
市
场

唐
山
：
争
第
一
创
唯
一
确
保
双
战
双
赢

节、引、调、补、蓄、管多措并举

我省深层地下水位
相对回升3.32米

赵一德在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时强调

切实做好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后
的防控工作 确保假期安全稳定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今年首
季，我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方面工作，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一流
营商环境体系，取得初步成效。一季
度，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17.42万户，总量
达到626.17万户，全国排名第7位；新增
2家国家重点实验室、618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全省集中开工重点项目1732
个，总投资超 7400 亿元，省市重点计划
开工项目开工率达72％，张承以外地区
924个省市重点续建和保投产项目复工
率达100％，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城乡融
合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体系是“三创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
省发改委成立“三创四建”工作领导小
组，细化推进举措，制定下发3个体系建
设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

现 代 化 经 济 体 系 建 设 激 发 新 动
力。全力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场硬仗，省发改委出台《关于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下发加快企
业复工复产以及保障煤电油气运等 14

个文件。鼓励推动国开行、农发行等
金融机构出台金融支持复工复产专
项。加快转换新旧动能，制定 2020 年
去产能任务目标，印发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意见，下达 2020 年度第一批
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1.9 亿元。
积极稳定有效需求，开展扩大消费十
大专项行动，加快进口商品营销中心、
品牌连锁便利店建设，大力推进电子
商务发展。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制定
若干扶持措施，开通省中小企业金融
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普
惠金融服务。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取
得新进展。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86 个城乡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录入
国家项目库。有序推进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省级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全
省普通干线公路建设项目累计开复工
1162.36 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已开复
工 314 公里。全省城中村改造项目已
启动 121 个，启动率 63％。大力提升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乡
居民参保人数达 3517.67 万人、参保率
超过 99％。着力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
发展，（下转第三版）

河北三大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一季度新增市场主体17.42万户，集中开工重点项目1732个

▲5月2日，秦皇岛市金梦海湾，小朋友正在沙滩上放风筝。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假日畅游
放飞心情

◀5月2日，游客在邯郸方特国色春秋主题乐园体验“天马行空”游艺项目。 新华社发（郝群英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5 月 2 日至 4 日，省委副书记赵
一德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听取各市和雄安新区
关于“五一”假期疫情防控、景
区景点管理、安全生产和森林
草原防火等情况的汇报。他在
肯定前段工作后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王东峰书记要求，切实
做好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后的防
控工作，确保假期安全稳定。

副省长徐建培、夏延军分别参
加调度。

赵一德强调，要继续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聚焦重点发
力，毫不放松地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要关注重点场
所，紧盯景区景点、饭店宾馆
等公众场所和监所、养老院、
福利院等特殊场所，特别是从
实际出发做好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与
人性化、个性化相结合，精准
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要关
注重点路段，（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王思北
王子铭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
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
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
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
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为广大青年

提出目标要求、指明前进方向，激励他
们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扎根基层一线 站稳人民立场

深入村屯、深入群众，抓好疫情防
控、推进复工复产……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38岁的辽宁省大连市金
普新区七顶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吕其鹏

一直坚守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稳人民立

场，就是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
主体地位思想，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
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吕其鹏说。

吕其鹏介绍，疫情发生后，当地生
产的温室蔬菜和大樱桃一度滞销。为
此，他主动联系相关销售平台，做好产
销对接，为温室蔬菜和大樱桃打开了
销路。“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把基层
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下转第三版）

让青春之光闪耀在强国之路上
——从习近平总书记寄语看新时代青年奋进方向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张淑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先天性心
脏病救助办公室在医院门诊楼二楼，
紧邻心内科、心外科诊室。“办公室专
门 负 责 先 心 病 患 儿 的 爱 心 救 助 工
作。”先心病救助办公室主任霍林峰
说，“别看办公室只有几个人，但我们
身后有一个近百人的爱心救助团队，
全力开展先心病的普查、诊疗、救助
工作。”

从 2005 年起，医院联合省妇联启

动全国第一辆先心病爱心普查车，正
式拉开先心病爱心救助工作的序幕。
河北医大一院先心病爱心救助团队随
之组建，他们中既有知名专家，也有80
后中坚力量，更有 90 后年轻的医护人
员，平均年龄33岁左右。

以爱补“心”，点亮先心病患儿生
命之光。15 年来，团队先后荣获河北
省关爱儿童贡献奖、儿童慈善奖，“感
动河北”人物、河北省青年五四奖章等
荣誉称号，日前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称号。

一支热心公益的团队

深入全省 156 个县（市、
区），为23万多名儿童进行了
免费心脏健康检查

还记得2004年成功分离的邯郸永
年连体女婴宝宝、贝贝吗？河北医大
一院健康学院院长王静打开了16年前
的回忆：“贝贝患有先心病——法鲁氏
四联症合并房间隔缺损，在她 6 个月
时，医院给她做了手术，很成功。”

“这台手术引发了医院对先心病
患儿的关注。”王静介绍，“先心病是
一种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健康的心脏先
天发育畸形的疾病。全省每年约有
5000 名先心病患儿出生，其中有 1/3
的患儿因家庭贫困等原因得不到及时
救治。”

发病率高，但群众对先心病的认
识特别少，这让河北医大一院医护人
员感到焦急、痛心。

救治一个先心病患儿，就能挽救
一个家庭。（下转第四版）

以爱补“心”点亮生命之光
——走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先心病爱心救助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