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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评论员

天时人事日相催，只争朝夕
加油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从现在到年底，只有
两个多月时间了。收官交账的关
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要鼓足干劲、狠抓落
实，冲在前、作示范，向着既定目
标全力冲刺。

美好的蓝图，只有在时不我
待的奋斗中铺展；精彩的华章，只
有靠只争朝夕的实干来书写。从
全力办好“三件大事”，到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从奋力夺取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到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从毫不动摇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到积极开展“三创四
建”、不断深化“三包四帮六保五
到位”活动，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和
中心工作，都是全省人民的热切
期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
务。把这些工作抓紧抓好、落实
到位，确保“三个圆满收官”，河北
广大党员干部重任在肩、责无旁
贷，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

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
来风险挑战。但要看到，我国经
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
优势和条件没有变，我们河北目
前重大机遇叠加、势能加速释放，
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热情高涨。形
势逼人、光阴催人，现在正是时候
按下“冲刺键”、跑出加速度，正需
要各级领导干部拿出快马加鞭的
激情和干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抓紧
每一天，用足每一刻。

真抓实干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向着“三个圆满收官”奋力
冲刺，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入之愈深，其
进愈难。”越是在最后关头，越要真正把“使命”二字放在心上，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事业发展上，带头拼搏竞
进，勇于攻坚克难。有了这样的事业心、使命感，敢闯敢拼、善
作善成，咬定目标、一往无前，就能把各项重点工作不断推向
前进。

真抓实干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向着“三个圆满收官”奋力
冲刺，必须锚定目标不放松、咬紧牙关干到底。大道至简，实
干为要。“三个圆满收官”在望，呼唤着奋斗者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攻坚
克难，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俯下身、沉下
心，雷厉风行地干、坚定不移地干、扎扎实实地干，以钉钉子精
神落实好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要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
查研究，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
取的精神状态，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最后的冲刺跑好、跑稳，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

千年追寻，圆梦就在眼前；目标将至，更需奋力冲刺。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撸起袖
子加油干，苦干实干拼命干，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和“三个
圆满收官”，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新局面，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贡献河北力量。

□长城网记者 张瑞雨 张世豪

金秋十月，太行山到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
关键阶段，河北省在保定市阜平县召开
全省产业扶贫工作视频现场会，对全省
冲刺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充分调动各地比学
赶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强调：

“要确保全省贫困村和贫困人口都要如
期高质量实现稳定脱贫目标，全面提升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造血功能，
切实防止返贫，为推动全面脱贫和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任务和标志性工程，任务艰巨而繁重。
河北坚持把脱贫防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持续用力，
改革创新，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经过全
省上下共同努力，在 2018、2019 年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获得“好”
的等次基础上，推动脱贫攻坚不断提质
增效，62个贫困县去年全部摘帽，集中优
势兵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几年以来，王东峰连续多次到石家
庄、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衡水、邢
台、邯郸等地，就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进行深入
调研检查，指导推进脱贫防贫和收官阶
段各项工作。

在田间地头、贫困户炕头，在扶贫
工厂、产业园区，在特色旅游驿站、生态
种植基地，王东峰与贫困群众拉家常、
话增收，同党员干部谋点子、找路子。

“决不让一名贫困群众在全面小康
路上掉队！”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坚持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科技扶
贫为着力点，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及
后续工作，全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最关键的时候，必须持
续推进脱贫攻坚升级加力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2012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
省阜平县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进
军令”。

牢记嘱托，担当使命。河北省委、
省政府带领7500多万燕赵儿女，瞄准坚
中之坚，聚焦贫中之贫，攻坚拔寨，决战
决胜！

五级书记抓扶贫，省委书记率先垂
范，带头包联任务最重的市县，其他省
领导分别包联，市县乡各级领导干部一
级包一级，一级帮助一级解决问题。

翻看王东峰的调研检查记录，扶贫
开发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他已经走
遍了全省所有 62 个国定贫困县和省定
贫困县，一个县一个县地进村入户，解
剖麻雀，把脉会诊，推进精准扶贫脱贫
防贫，研究推进建立长效机制。

保定市和阜平县是王东峰包联的
市县。在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候，各项
工作做得实不实？困难群众是否能如
期稳定脱贫？王东峰始终牵挂在心。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
贫攻坚又出了一道“加试题”。河北省
委针对疫情防控艰巨任务，全面部署开
展“抓党建、防疫情、促脱贫、保小康”活

动，夯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的坚实基础。

王东峰冒雨再次深入阜平县调研
检查。他走进贫困村手工业加工厂，与
贫困群众面对面交流。

“让党旗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在易县太
平峪村，在兴隆县靳杖子村，在丰宁满
族自治县小北沟村，王东峰与村“两委”
干部、党员座谈，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
起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强大力量。

为进一步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河北在全省持续举办脱贫攻坚“擂台
赛”，各贫困县县委书记互相交流和较
劲，以视频会议形式直播到县，成效好
的讲经验、受表扬，工作差的找差距、加
压力。王东峰多次出席会议并逐一点
评，既表扬，也鞭策，既提出明确要求，
也教授方法路径，进一步激发起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在省级“擂台赛”的带动下，各市县
也纷纷开始“打擂比武”。（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曹 智

它是一条扶贫路。全长 680 公
里，从北往南，依次纵贯张家口、保定、
石家庄、邢台、邯郸 5 个设区市，途经
19个县（市、区），穿越太行山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覆盖全部太行山革命老区。

它是一条旅游路。沿线串连起西
柏坡、城南庄、抗日军政大学旧址、129
师司令部旧址等红色景区及苍岩山、
嶂石岩、京娘湖等绿色景区，4A 级及
以上景区53个。

它是一条百年工程路。建设过程
中申请立项科研课题32项，申请专利
48项，组织工艺工法微改造60余项。

昔日太行天堑出行难，今朝千里
通衢一日还。

“大工程”两次招标两次流
标终启动

没有哪一条路像太行山高速一

样，从立项开始，就历尽波折、受人
瞩目！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上午，漫天雪
花飞舞中，太行山高速公路动员会
召开！

现场没有气球、彩旗，也没有礼
炮、红毯，有的是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工
程运输车、推土机、挖掘机。省领导热
情洋溢的讲话，山区群众脸上绽放的
喜悦，使每一位建设者都感到重任
在肩。

千里太行，重峦叠嶂。它雄浑壮
美，却也阻碍了人们的出行，成了贫困
落后的象征。它“八山一水一分田”，
被国家列为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

2012 年 12 月 29 日到 30 日，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阜
平县慰问。他表示，革命老区和老
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下转第五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
10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在邯郸
市峰峰矿区举办的“行在乡村，
游在路上”脱贫攻坚自驾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十
三五”期间，我省贫困地区将建
成农村公路1.94万公里。

目前，我省交通运输“十三
五”时期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基本成型，雄
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建设全面
推进，北京冬奥会交通服务保
障项目即将投用，全面实现市

市通高铁、市市有机场、市市连
港口，年底实现县县通高速，交
通运输服务品质大幅提升，新
业态不断涌现和发展，充分发
挥了“先行官”作用。

全省农村公路里程已突破
17万公里。我省提前半年完成
农村公路“十三五”目标任务，
206 个深度贫困村硬化路连接
到户。全省县城20公里范围内
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达
到80%，70%的乡镇完成农村客
运班线公交化改造。

王东峰：决不让一名贫困群众
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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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贫困地区将建成
农村公路1.94万公里

九届省委第七轮巡视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进展情况公布

太行山高速公路太行山高速公路：：千里太行一日还千里太行一日还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通讯员
王进）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九届省委第
七轮巡视对 14 家省直单位和 12 个县

（市、区）开展了常规巡视。近日，该轮
被巡视党组织陆续向社会公布了巡视
整改进展情况。

石家庄市藁城区委把抓好整改落
实与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举
一反三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构建巡视
整改“1+10”工作格局，成立整改落实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10 个工作专班，既
抓反馈意见全面整改，又抓解决体制
机制层面问题，既着力解决工作中突
出问题，又注重查摆作风方面深层次
问题。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出
的 40个具体问题，已完成 38个，未完成

的 2 个正在推进。根据省委巡视移交
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 人，
组织处理9人。

赵县县委把巡视整改作为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采取发函督
办、现场督办、明察暗访等方式，分内
容、分单位进行督导检查，推动巡视整
改落地见效。各乡镇、县直各相关部门
立足实际制定了本地本部门整改方案，
按照县委统一安排，扎实开展整改工
作。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出的
40个具体问题，已完成5个，取得阶段性
成效、需持续推进 34 个，未完成的 1 个
正在推进。根据省委巡视移交的问题
线索，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2 人，组织处
理13人。

保定市莲池区委坚持点面结合、举
一反三、标本兼治，既抓个性问题、立行
立改，又深挖思想根源、制度漏洞，逐项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出台一系列制度
性、规范性文件，做到巡视整改推进到
哪里，制度规范就覆盖到哪里，不断巩
固扩大巡视整改效果。针对省委巡视
反馈意见梳理出的49个具体问题，已完
成41个，取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3
个，未完成的 5 个正在推进。根据省委
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3人，组织处理13人。

容城县委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改进
作风、改进工作、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组织开展了 18 轮
次监督检查，制发提示卡118张、督办卡

17张，印发《工作专报》3期、《督查专报》
4期，通报单位8个，通过全过程督导、不
定期检查，既督任务、督过程、督成效，
又查认识、查责任、查作风，确保整改工
作取得实效。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
梳理出的 38个具体问题，已完成 34个，
取得阶段性成效、需持续推进4个。

沧州市新华区委把巡视整改作为
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将做好巡视整改
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建立了“一个问题、一名领
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
作机制，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力有序推
进。针对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梳理出的
73个具体问题，（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55亩香梨
园亩产香梨 3.5 吨，比往年增产 5%左
右——面对自家果园今年的好收成，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梨农
贾兴却一度犯了难：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梨子销路不畅。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援疆干部倾情帮扶的身影。今
年 8 月，在我省援疆干部积极对接下，
一场“云端”香梨订购会在尉犁县拉开

帷幕。来自承德、衡水的 9 家商超通过
网络平台与该县签订 425 吨香梨订购
合同，梨农贾兴等人的销售难题迎刃
而解。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河北必须做好的重大政治任
务。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把

做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作为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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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落实。

2010 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
帷，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会议作出全方位援疆决策部署，明
确我省对口支援巴州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二师。（下转第六版）

我省对口援疆工作任务不断升级加力，“十三五”期间
共安排援疆资金24.192亿元、项目147项（类）——

河北援疆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图为太行山高速公路图为太行山高速公路
灵山特大桥灵山特大桥。。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赵海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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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过去的五年间，一系列涉及
重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工程在河北大地竣工投产，为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河北篇章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起，本报推出《走访十三五河北大工程》全媒体系列报道，探寻这些大
工程建设的历史背景、建设中的技术创新和感人故事，深入阐释重大工程建设
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赵海江 霍艳恩霍艳恩 王楠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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