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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 连日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我省社会各界持续引起强烈反响。大
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社会大兴崇尚

科学之风，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氛围，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
者搭建更多施展才华的舞台，吸引和
支持更多人才投身科技事业、勇攀科

学高峰，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
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家精神作
了深入阐释，并对广大科学家和科技
工作者寄予厚望，（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在河北社会各界持续引起强烈反响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甘于奉献勇攀科学高峰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
日前，第二届衡水市创新创业大
赛启动。大赛将从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
环保等八个行业的参选企业或团
队中，采用逐级遴选的评选方式
产生获奖队伍。“我们在大赛中充
分发挥价值发现、培训辅导和融
资对接功能，引导、集聚政府和市
场资源，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支持与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
目加快落地。”衡水市科技局党组
书记韦文华介绍说。

据了解，去年，该市拿出 30
万元作为项目扶持资金奖励各获
奖团队，还为项目落地提供一切
便利条件。今年参赛的中小企业
达到 200 多家，营造了良好的创
新创业氛围。

（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闫立军 通讯
员闫丽静）近日，位于邢台经济开发区
的河北益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口罩生
产一体化智慧工厂项目正式投产。该
项目亩均投资1555万元，亩均税收740
万元，项目亩均投资强度大、效益高。

“为尽快投产，开发区从基础设施保障
到营业执照手续跑办，都有工作专班
帮忙解决。”项目负责人程恒超说。

邢台市坚持“项目为王”导向，算
好招商成本账和投入产出账，引进更
多“大好高优”项目，扎实推进项目“双
进双产”（引进、推进，投产、达产）。今
年以来，邢台市新增亿元以上签约项
目 627 个，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1984 亿
多元；争列省重点项目53个，项目数居
全省第二位，实现省级重点项目县县
全覆盖。截至 7 月底，邢台市共有签约
项目 670 个，计划总投资 2629.013 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全市亿
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达316个，同比增加
192个，同比增长1.5倍；省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193.4亿元，占年计划的 80.5%；
市重点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263.7亿元，
占年计划的76.81%。

“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大力度
抓项目，大力度加快项目落地，为邢台
高质量赶超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邢台
市委书记钱三雄说。

“项目不落地，只是‘纸上黄金’。我
们坚持把‘见工地、见设备、见产品’作

为工作标尺，推进项目‘双进双产’。”市
发改委主任兴连根说。为推进项目加速
落地，该市实行市、县领导分包联系重
点项目制度，建立项目周推进机制、月
通报制度。为解决项目因土地瓶颈不能
落地的问题，该市由原一次性的招商考
核，改为项目落地、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三个阶段考核。加大审批制度改革，平
均减少审批环节8个，减少审批时间半
年以上，环评、能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95%以上。为解
决融资难问题，该市建立“三长联动双
推送”机制，通过县长、行长、厂长“三
长”联动，实行企业资金需求和银行产
品之间“双推送”机制，上半年全市新增
贷款367.3亿元，增速17.31%，增速连续
四个月居全省第二。

日前，在宁晋县玉锋大健康产业
园项目建设工地，塔吊林立，一派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景。“目前液体糖浆车
间、固体醇车间已封顶，液体糖浆车间
预计今年投产。”项目负责人牛玉强表

示，2021 年底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20亿元。宁晋县实施清单管理，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今年以来，开工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28个。

“只有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妈妈式’
服务，才能确保‘大好高优’项目引得
来、留得住、发展得好。”市商务局局长
赵雪峰说。位于信都区的河北省佳利乳
业有限公司迁建技改项目是河北省重
点项目。“这里没有双回路电，定期检修
或恶劣天气等不确定因素会导致生产
断电，还面临安全隐患。”项目负责人朱
鹏坤不无忧虑地说。为该项目所在区域
架设专用电路，施工成本高达 250 万
元。企业反映这一问题后，区委主要领
导当天就组织相关部门到现场办公，确
定政府出资架设高标准双回路电，同时
满足了周边11家企业用电。“区里定了
解决方案，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朱鹏
坤高兴地说。目前，电路铺设规划已确
定，已经开始实地测量施工。

（下转第四版）

坚持“项目为王” 力推“双进双产”

邢台省级重点项目县县全覆盖

近日，在制鞋厂项目建设现场，郭文东（中）在检查工程进度。驻村工作队供图

编者按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驻

村第一书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初

心、肩负使命，把帮扶村当成第二

故乡，日夜奋战在脱贫第一线。

他们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带领村民改变村子落后面貌，奔

波忙碌寻找致富项目，请来专家

传授技艺，用心用力抓好基层组

织建设。今起，本报推出《第一书

记在俺村》专栏，从不同侧面展现

他们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的感人

事迹，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油鼓劲。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通讯员 高 翯

9月3日，海拔1100米的涞源县金
家井乡北黄土岭村已有了凉凉的秋
意。扒拉了两口早饭，省委组织部正处

级巡视专员、驻村第一书记郭文东就
奔向村南养牛场。

“咱这里冬天气温太低，一定要跟
水利部门砸实了，确保把保温措施做
好！”几天前，郭文东协调县水利部
门，为养牛场配建水窖。关系村民们
养的 160 头牛过冬饮水问题，郭文东
每天都要往工地跑几趟，每个环节都
要过问把关。

“郭书记驻村 3 年多了，他总想着
为村民多干些事！”村党支部书记池
海青说，他把心掏给了村民，实事一
个接着一个干，在脱贫致富的道上奋
力领跑。

掏真心、换真情，和群众
拧成一股绳

“到最艰苦的地方，啃最硬的骨

头！”北黄土岭村位于涞源县西北部
深山区，是全县最穷最差的村之一。
2017 年 3 月，当时为省委组织部干部
三处副处长的郭文东主动请缨，到该
村帮扶。

“一个个细皮嫩肉的，能跟着咱们
吃苦？怕是走个过场吧！”起初，大多
村民对郭文东和工作队队员没抱太大
希望。

面对猜疑，郭文东想：“打赢脱贫
攻坚战，关键在群众。没有他们的信
任，战胜贫困就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
和他们拧成一股绳！”

“老姚又犯病了，你快来瞅瞅！”一
天深夜，熟睡中的郭文东被村民姚生
雨的老伴儿叫醒，他一骨碌爬起床，飞
奔到老姚家。只见老姚脸色发白，有气
无力地倚在床头，情况非常紧急。“120
急救车从县城来就得一小时，不能
等！”郭文东立即开上自己的汽车，将
老姚送到了县医院。幸好老姚只是突
发高血压并无大碍，他这才放了心。

“有困难找郭书记，他是咱们的贴
心人！”这件事消除了村民们的疑问。
渐渐地，大伙儿对郭文东和工作队队
员开始刮目相看，在脱贫路上重拾信
心。建新居、修街道、兴产业……不到
一年，小山村旧貌换新颜。

“工作队总有撤离的那一天，撤队
后村里的工作、产业发展还得靠村党组
织和村干部。”郭文东认为，年轻人是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他开始边
带着乡亲们战贫，边谋划“后半篇文
章”——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下转第五版）

“他把心掏给了村民”
——记省委组织部驻涞源县北黄土岭村第一书记郭文东

第一书记在俺村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长城保护、信息化发展等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马朝丽
通讯员 邢明强

“感谢省第八督查组为我们农民工
撑腰办实事。”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付天
凤施工队在沧州拿到了被当地企业拖欠
许久的工程款和30名农民工的欠薪。农
民工代表付天凤眼含热泪，向督查组鞠
躬致谢，并送上“排忧解难 心系百姓”
的锦旗。

接到欠薪问题线索后，省第八督
查组马上深入实地充分听取农民工诉
求、确认各利益相关方责任、协调各职
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明确解决时间
表和路线图……仅用时一周多，即为
施工队和农民工要回了拖欠的 55 万元
工资和工程款。

自 2017 年起，省委、省政府决定在
全省开展重点工作大督查，紧盯重点
工作、重点问题、重点对象，真督实查，
有效推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及时化解了
一批制约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矛
盾，推动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和工
作效能提升。

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工作
顺利实施

“有没有安排人员巡查值守？”“防
汛设施是否到位？”……不久前，省第十
二督查组在防汛安全工作专项督查中，
发现雄安新区部分重点建设项目在防
汛排涝设施配备、组织力量等方面存在
不足。

针对这一情况，督查组迅速制发问
题交办单，各重点项目建设单位认真整
改。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工程按照容城县
历史最高降雨量标准制定雨洪排涝方
案，配备自动排涝设施，铺设排涝管道。
至 8 月下旬，历经数场大雨考验的雄安
商务服务中心等多项工程实现安全度
汛，未发生雨情洪汛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情况，保障了项目建设安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各督查组坚
持盯住关键点、督在要害处，着力推动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我省中心工作
落地见效。

——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作为主线，着力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
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
保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

——聚焦重中之重，把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北京冬奥会筹办“三件大事”作为重中之重，（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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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通讯员李可）“和平北，新歌传，小
区旧貌换新颜；两千多户邻里情，
九千居民一条心；互谅互让互关
心，八角桌前调矛盾……”在邯郸
市丛台区人民路和平北社区，居
民公约中融入社区特色工作方式
等内容，得到居民们的广泛认同。

近年来，邯郸市紧密结合基
层社会治理实际，立足实际、规范
有效、依法依规开展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制定修订工作。截至目前，
全市5722个村（社区）已全部完成

“两约”制定修订工作，不断提升
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

“一把手”抓部署，强势组织
推进。该市将“两约”制定修订工
作作为“三创四建”活动的重要内
容，列入市县重点工作清单扎实
推进。市民政局积极履行牵头单
位职责，（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9 月 13
日，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长城保护、信息化
发展等工作。

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省
政府系统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
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政府系统干事创
业谋发展的强大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补齐治理体
系短板弱项，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
险。要深化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的研究，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高铁货运、国际航空货运、铁
水联运和空陆联运能力建设，高质量
构建综合性运输体系，加快完善现代

商贸流通、社会信用体系。要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做到

“十个必须”“四个确保”，科学编制“十
四五”援藏规划，扎实推进产业援藏，
加大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支持力
度，持续做好对口援藏工作。要坚持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全
省高质量发展。要狠抓工作落实，层层
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推动省委、省政
府工作安排见到实效。

会议指出，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压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和文物
部门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基层群众和
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地方立法建设，把
长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更好发
挥长城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独特作用。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
重要论述，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快我省信息化工作法治建设步
伐，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覆盖所有村（社区）

邯郸

梯度培育科技型
中小企业见实效

衡水

制图/孙涛

今日
导读 甄洪月：病魔打不倒的社区战士

种植错季菜 捧上金饭碗
——崇礼上三道河村蔬菜产业发展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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