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ZT9标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全长87.256公里的京德高速（一期工程）桥梁实现全部贯通。图为建设中的京德高速文安洼1号特大桥。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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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统计
局获悉，今年 1至 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31.0亿元，同比增
长1.3倍。

分经济类型看，1 至 2 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68.5 亿元，同比增长 1.1 倍；股份制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252.7 亿元，同比增长
1.2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77.0 亿元，同比增长 1.9 倍；私营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5亿元，同比增长
76.8%。

分三大门类看，1 至 2 月，采矿业实
现利润总额 18.8 亿元，同比增长 3.2 倍；
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68.0亿元，同比增
长1.9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44.1 亿元，同比下降
1.8%。

分行业看，1 至 2 月，全省统计的 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加，10个行业扭亏为盈，6个行业
亏损。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3.7 倍，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同比增长 13.4 倍，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7.7
倍，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同比增长 3.7倍，
食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1.3 倍，医药制造
业同比增长 84.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52.7%；汽车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扭亏为盈，
分别实现利润总额15.4亿元、1.3亿元和
1.4 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亏损额同
比增长 1.9 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
盈转亏。

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6938.7 亿元，同比增长 42.5%；发
生 营 业 成 本 606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2.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8%，同比提
高1.9个百分点。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近日召
开的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
体化联席会议上获悉，“十四五”期间，
全省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基础设施项目
计划完成投资 4500 亿元，较“十三五”
提高18%，占交通总投资的75%。

到 2025 年，京津冀“四纵四横一
环”综合运输通道更加完善，“轨道上
的京津冀”基本建成，公路网络互联互

通水平进一步提升，形成京津与周边
市县“半小时通勤圈”和京雄津保唐“1
小时交通圈”，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京津冀一体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广
度深度拓展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政
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

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深
入实施。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质量发展原则，树立大协同理
念，把提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水平作
为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站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高度，
审视和推进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着力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
广度深度拓展，（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早春时节，走进迁安乡野，蜿
蜒绿道串联乡村，绵绵绿林郁
郁葱葱，村村铺通条条坦途，
广场游园错落有致，远山、村
舍、河流、公路相映成趣，勾勒
出 一 幅 具 有 北 方 特 色 的 山
居图。

作为工业重镇，迁安市多
年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反哺农村，全域规划、全员参
与、全面提升，提前高质量完成

了脱贫攻坚任务，走出了一条
农业图强、农村向美、农民增
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迁安被评
为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县，连续两年获评全省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单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规
划先行、有序推进。迁安市牢固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遵循
国土空间规划，坚持全域布局、
片区带动，以高水平规划引领
高质量乡村振兴。（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
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开展东西
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
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
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
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

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
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
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
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央定点
帮扶单位要落实帮扶责任，发挥自身
优势，创新帮扶举措，加强工作指导，
督促政策落实，提高帮扶实效。全党
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上，接续
奋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全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
帮扶工作推进会 8 日在宁夏银川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
认识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
作和定点帮扶工作重大意义，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要抓紧推进东西部协作结对
关系调整，确保帮扶工作和干部队伍平
稳过渡。要加快探索协作帮扶方式，着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产业转
移，强化市场合作，提升社会事业发展
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单位要

继续做好干部选派、资金支持、产业就
业帮扶等工作，支持定点帮扶县加快
发展。

会上举行了东西部协作签约仪式，
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
夏、北京、江苏、福建、广东、贵州、甘肃
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承担东西部协作帮扶任务的有关
省区市、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牵头部门
负责同志，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

一门迫击炮，静静陈列在黄土岭
战斗遗址的纪念展室一角。

这是抗战时期较为普通、常见的
82 毫米迫击炮。“它虽然是仿制品，但
就是这样一门炮，曾立下传奇战功。”4
月6日，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党支部
书记陈成，向记者讲述了 82 年前发生
在这里的那场战斗——

1939年11月4日，日“蒙疆驻屯军”
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
阿部规秀中将率 1500 余人朝雁宿崖、
银坊方向急进，向八路军展开攻势。

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在晋察冀

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指挥下，晋
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诱敌至
既设战场黄土岭。7 日凌晨，天空飘洒
着密密细雨，潜伏在群峰和浓雾中的
八路军战士打响战斗。

顷刻间，一发发愤怒的子弹向敌人
胸膛齐射，一枚枚复仇的手榴弹飞向日
寇火力点，枪管滚烫、鲜血淋漓……

战斗中，抗日英雄李二喜用 82 毫
米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日军华北方
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曾哀叹“名将之花
凋谢在太行山上”。当年 11 月初，八路
军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打的两场歼灭

战，最终以日寇丢下 1500 余具尸体划
上句号。

讲到这里，这位 44 岁的汉子脸色
忽然凝重起来，强忍着泪水缓缓说道：

“战斗中，八路军也有伤亡，我们一些
可爱的战士，有的受伤，有的长眠在这
里的青山绿水间。”

1987 年，黄土岭战斗遗址系列设
施开始建设，遗址主要包括纪念展室、
纪念碑等。

纪念革命先烈，是为了让后来者
汲取力量、更好地前行。

四月的太行，山花烂漫，林涛阵

阵，处处生机盎然。下山时，我们遇到
了前来祭奠先烈的银坊中学学生，他
们将鲜花放到纪念碑底座上，肃立、敬
礼、默哀，阳光洒在孩子们脸上，每个
人的眼里都闪着光华。

八百里太行八百里景，在游客眼
中是那样的雄奇俊美，但对于生长于
斯的人们而言，曾经别
有一番苦楚。

“过去，因为路不好
走，黄土岭战斗遗址名
头虽响，却也‘养在深闺
人未识’。”（下转第四版）

“沿着高速看中国”河北篇·红色记忆之旅②

红色基因融血脉 太行土岭变“金岭”
——走进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战斗遗址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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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冬松带领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赴西柏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从党史学习中汲取赓续奋斗的精神力量
在新时代赶考路上交出政协履职新答卷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4月 8日，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带
领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到西柏
坡，实地开展体验式党史学习
教育。

西柏坡是闻名全国的革命
圣地，“两个务必”、“赶考”精神
在这里诞生，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来到
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
记塑像敬献花篮，叶冬松缓步
上前整理敬联，带领全体同志

三鞠躬，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
意。随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步入纪念馆，参观馆内历史
陈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
柏坡发表的重要讲话，回顾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辉煌
历史。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前，面对党旗，叶冬松领誓，省
政协党员领导干部齐声宣读入
党誓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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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6938.7亿元，同
比增长 42.5%；发生营业成本
6064.5亿元，同比增长42.4%；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4.8%，同比提高
1.9个百分点

秦皇岛东经路社区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

讲红色故事 办百件实事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讯员

薛飞）《人民就是江山》《向往》《唱支山
歌给党听》……4月 2日，在秦皇岛市北
戴河区东山街道东经路社区，一首首脍
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在社区文化活动室
内久久回荡，一段段激昂悠扬的旋律把
大家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退休居民杨英每周都会同几位老
朋友结伴来到社区文化活动室，参加音
乐党课活动。“每一首红色经典歌曲的
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杨英说，大

家一起歌唱党和祖国，一起温习党史，
这样的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

利 用 音 乐 党 课 让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活”起来，是东经路社区开展“同心向
党·百年初心”献礼建党百年系列活动
的生动实践。该社区坚持“五个围绕”让
党史教育热在基层：围绕“百年征程”，
打造党史教育长廊，利用户外LED电子
屏、宣传展板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围绕

“百年历史”，每周二上午集中学习党史
教育相关内容、聆听红色故事；围绕“百

年初心”，精选百篇红色故事、红色家
书，还原红色革命历史印记；围绕“百年
伟业”，向特殊群体征集“微心愿”，制定

“百件实事颂党恩”清单，不断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围绕“百年
梦想”，开展“党建共建汇良策”系列活
动，建诤言献良策，激发党建强大活力。

“社区的党史学习教育要接地气，
才能真正让这项工作在基层‘热’起来、

‘火’起来。”东经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丹丹说，社区将以“同心向党·百年初

心”献礼建党百年系列活动为抓手，切
实把学习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为民办
实事的扎实成效。

“这块儿地方是我们晒太阳的‘宝
地’！”家住安一路13号楼的魏淑莲老人
指着楼外新建的休闲平台高兴地说。原
来，13号楼的几位老人每天都会在这块
空地上晒太阳，但是这里以前“下雨全是
泥、刮风都是土”让他们很困扰。社区干
部了解情况后，帮助修建了水泥平台，网
购的休闲长椅也正在邮寄来的路上。

更换楼道内的破损玻璃，为申请保
障性住房的居民答疑解惑，修剪海宁路
两侧树枝树杈消除安全隐患……在社区
百件实事认领计划表中，一桩桩看似平
淡寻常的小事，体贴温暖着社区的每一
位居民群众。李丹丹告诉笔者，百件实事
已全部认领完毕，目前已办结35件。

打造为农服务“国家队”助力乡村振兴
——省政府《关于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案》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