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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在医药行业，如果用最简洁的词

语描述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东晨，很多人都会用“创新”二字。

数字可以证明。2019 年，石药集
团研发投入约20亿元，涵盖心脑血管、
抗肿瘤、内分泌、抗感染、精神神经、自
身免疫六大治疗领域。蔡东晨说，创
新是制药人最大的社会担当。为满足
不同疾病人群的健康需求，石药集团
将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把创新落在实处，做创新
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国内有数千家制药企业，经历了
一次次车轮战似的“淘洗”，石药始终
处于领先位置。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料药、
仿制药盛行时的“大咖”，到如今因
药物创新、管理创新等被同行赞誉
有加，石药已经彻底摆脱传统药企
的路径依赖，被称为国内药企创新
转型的标杆和旗帜。

（下转第七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
磊）8月23日上午，省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
察和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河北实际，研究我
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
达了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到我
省考察情况，听取省级领导
包市包项目包重点企业情
况、省直有关单位落实“六
保”任务进展情况、做好秋冬
季防疫和学校开学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有序
关停自备井工作。省委书记
王东峰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安徽时的重要讲话和
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高
屋建瓴，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
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我们
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深化对区域协调
发展重大政治意义和时代意
义的认识，结合河北实际全
面贯彻落实。要大力支持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
展，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
链物流链，不断拓展合作空
间，务求取得新成效。要认
真学习长三角地区先进经验
和创新举措，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更加积
极主动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局，扎实推进协同发展
向广度深度拓展。要统筹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着力健全疫情防控体系，
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力促经济运行稳定回升，
确保实现“三个圆满收官”。
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
化雨情预测预警预报和应急
处置，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
失。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着力健全脱贫防贫长效机制，持续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全
面排查化解重大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人民至上，有力
有效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就深化两省市
扶贫协作和协同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充分体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我们要以此为契
机，不断深化京冀扶贫协作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聚焦服从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三道防线”作用，支持服务北京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
工作，自觉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聚焦产业、就业扶贫协作，珍惜和
用好北京对口帮扶资源，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聚焦首都“两翼”发
展，协调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全面提升高质量发
展水平。要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扎实推进三个重点领域
率先突破，有力有序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合肥主持召
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作出重要部署。

长三角三省一市干部群众表示，
要认真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我国第一个车轮轮箍厂、第一套
高速线材轧机……走进中国宝武马钢
集团展厅，一连串“第一”记录了这家
老钢铁企业的发展历程。

2019 年，中国宝武与马钢集团实
施战略重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钢铁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到

安徽考察，专程来马钢调研，勉励我们
把自身改革发展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有机结合衔接，力争上游。我们要在
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围绕中国
宝武优特钢精品基地定位，以钢铁制
造产业为基础，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国宝武马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尧说。

（下转第五版）

紧扣关键 力争上游
——长三角三省一市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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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不断挑战
自 我 的 过 程

创新是制药人最大的社会担当
——记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东晨

□马彦铭

蔡东晨带领石药走上创新之路时，正
是原料药市场最红火的时候，而当时石药
号称国内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基地。虽然

“机器一开动生产出的就是钞票”，但蔡东
晨选择了开展创新药研发，走出舒适区。

（下转第七版）

下好先手棋，开创发展新局面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王东峰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许勤主持

蔡东晨在指导工作。石药集团供图

8月13日，从高空俯瞰美丽的塞罕坝林海。近年来，塞罕坝机
械林场累计完成各项造林任务5.06万亩，其中攻坚造林2.82万亩，
林场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了造林绿化。保护区面积由30万亩增至
96.1万亩，占总面积的69%。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王成
果、吴韬）8月23日，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会议上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奋力开创生态
文明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和工作
成效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勤主持会议。

王东峰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
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不断
优化，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

得重大成效，生态质量和环境发生历
史性新变化，国土绿化行动取得扎实
成效，国土空间布局更趋合理，生态文
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成绩来之不
易，必须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提升。

王东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抓
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好首都政
治“护城河”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要自觉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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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使命感、现实紧迫感全面
提升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王东峰强调，要深入实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要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
治理力度，持续加强“散乱污”企业治
理，扎实开展货运汽车尾气排放、工地
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大
力推进“双代”工程，积极试点推进农
村分布式光伏取暖，着力抓好重污染
城市“退后十”工作，坚决完成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全面下降目标。要进
一步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深入推进
流域综合治理、白洋淀治理、近岸海域
治理和城乡污水治理，彻底治理清除
农村黑臭水体，全面提升河流湖泊和
水系质量。要进一步加大土壤污染治
理力度，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业
污染地块治理、各类危险废物治理，严
防发生污染事故。

王东峰强调，要深入开展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有效扩大生态环境

空间和环境容量。要坚持加强统筹协
调，大力提升水源涵养功能，有序推动
坝上地区180万亩土地退耕还草还湿，
高标准开展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造林绿
化，深入实施“空心村”治理，加快推进
首都“两区”建设。要坚持弘扬塞罕坝
精神，切实抓好塞罕坝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聚焦太行山燕山、坝上地区、

“三沿三旁”等重点区域，大规模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狠抓矿山综合治理，加
快森林城市创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着力引足用好外调水，严格管
控地下水开采，有序关停自备井，深入
实施河湖连通工程，巩固拓展地下水
超采治理成果。要坚持聚焦重点难
点，深化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坑
塘水系治理，大力开展“厕所革命”，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下转第三版）

更绿更美塞罕坝更绿更美塞罕坝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朱思雄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八月的江淮大地，骄阳似火。
8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安徽考察调研，并在合肥主持召开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此次考察，两大重点：一是防汛救
灾和治河治江治湖，二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入汛以来，长江、淮河、巢湖等一
度处于超警戒水位。安徽南北三线作
战，防汛救灾任务艰巨。如何加强防汛
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加强淮河和巢
湖治理，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习近平十分关心，尤其惦念灾区群众，

“这是我最牵挂的事情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以来，取得了哪些进展，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如何育新机、开新局，习近
平总书记实地调研、掌握最新情况。

“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游地区我都看
过了，并开了座谈会，这次要到下游看
看，也开个座谈会。”

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安徽之行，
重在回答两大课题：

为了谁、依靠谁？“人民”二字重
如千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
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
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

人民服务员。”
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重要的
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一、治水之患，兴水之利

2020 年注定不平凡。疫情汛情叠
加，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在全国防汛救
灾形势最吃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安徽是汛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境内长江、淮河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
巢湖遭遇百年未遇高水位。王家坝闸
时隔 13 年再次开闸蓄洪，巢湖主要圩
口也实行了开闸分洪。入秋后，持续浸
泡的湖堤坝圩险情隐患增多，防汛形
势依然严峻。

这次到安徽，总书记就是要实地察
看灾区情况，看看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
复得怎么样。淮河之滨、长江岸线、巢湖
堤坝……炎炎烈日下，他辗转奔波。

第一站，王家坝闸，被誉为千里淮
河“第一闸”和淮河防汛的“晴雨表”。王
家坝闸之下，是180平方公里的蒙洼蓄
洪区。如今，洪水退去，河水波澜不惊，
同7月20日的惊心动魄形成鲜明比照。

当地负责同志向总书记汇报了开

闸蓄洪情况。
大雨滂沱，河水汹涌。王家坝闸从

警戒水位到保证水位只用了51小时。7
月 19 日傍晚，他们接到开闸蓄洪和撤
离群众指令。风雨中，群众赶牛羊、扛
家当，扶老携幼……从指令下达到蒙
洼蓄洪区2000多位非安全区群众全部
转移安置，只用了7小时。

在王家坝防汛抗洪展厅，习近平总
书记仔细端详防汛图。60多年来，王家
坝闸曾16次开闸泄洪。从2007年以来，
这里一直安澜无事，如今要一夜间撤
离！蒙洼人发扬王家坝精神，识大体、顾
大局，舍小家、顾大家，主动配合、紧急
转移，为防汛救灾作出重大贡献。

“虽然不少群众受了灾，但总的
看，一批重大水利设施发挥了关键作
用，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
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手段和资源
也越来越丰富，在科学调度下，不再手
忙脚乱。”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70
年来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
划‘十四五’时期的治淮方案。”

洪水浸泡过的田野还没有排干，
蒙洼已经开始复苏，尚未从防汛中喘
口气的乡亲们已经忙碌了起来。

附近的红亮箱包有限公司，是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办的一家扶贫车间。
在家门口就业，员工张丽每月能赚
2000 多块，还能照顾家。洪水来时，她

很担忧会不会淹了“饭碗”。在党委和
政府帮助下，扶贫车间很快复工了。

总书记十分关心因灾致贫返贫问
题，详细询问扶贫政策、防汛补助落实
情况，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扶持
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障受灾群
众、贫困群众就业。

离开扶贫车间，他赶往蒙洼蓄洪
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看到乡
亲们在田里劳作，总书记下了车。

池塘里，几位村民在采摘芡实；退
水地块上，乡亲们正在补种包菜。看到
总书记来了，乡亲们兴奋地围了上来。

“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望灾区乡亲
们，看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总书
记话音未落，大家就抢着汇报：“请总书
记放心！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饽饽种
荞麦，水退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种
子就种到哪里，尽量把损失抢回来。”

习近平倾听着，汗水顺着脸颊滴落
到脚下的泥土里。“看到乡亲们生产生
活都有着落、有希望，我的心就踏实。”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以确保行蓄
洪功能作为前提。要因地制宜安排生产
生活，扬长避短。同时引导和鼓励乡亲
们逐步搬出去，减存量、控增量，不搞大
折腾，确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

蓄洪时，西田坡庄台被洪水围困
了20多天。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