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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项目创建名单公布

我省2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12个农业产业强镇入选

循着家书访家乡③

张家口保卫战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32）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吉鸿昌：丹心碧血沃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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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捷成烈士1937年与家人书——

“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
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仓
卒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
辞别……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
在！”在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读
着高捷成烈士1937年写给家里的一封
信，记者被他的一腔热血感动得心潮
澎湃。

从23岁参加红军，到34岁对敌突
围牺牲，作为党的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之一，高捷成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
立了红军会计工作制度，创办了冀南
银行，为革命的“枪杆子”提供“钱袋
子”支持。

邓小平曾说，“高捷成同志牺牲
了，这是一个很大损失”。

4 月 21 日，记者循着家书向南
1700 多公里，来到高捷成的家乡福建
省漳州市。九龙江畔、圆山脚下，煮
水、泡茶，高捷成的长孙高庆麟用当地
传统待客方式迎接记者，展示了这封
珍藏多年的家书。

一张泛黄的宣纸上，勾勾画画写
满了字，落款处的红色印章已褪色。
纸张外缘卷起的线头，说明这封信曾
裱在布上，被一遍又一遍地翻看。

“从记事起，爷爷在我脑海里的印
象除了一张照片外，还有这封奶奶用
布头一层层包裹的家书。”57岁的高庆
麟说，“这封信承载了全家人对爷爷的
念想，是我们的‘传家宝’。”

1909 年，高捷成出生在一个手工
业者家庭，少年时常与进步学生一起
讨论时局、参与革命斗争。为“读书救
国”，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考入厦门大学
攻读经济学。

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已回乡工
作的高捷成欣喜万分。为支持革命事
业，他四处奔走为红军筹款，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和人脉关系，在很短的时
间内在漳州筹集资金100多万元。

“爷爷的才能得到了红军的重
视。动员之下，他决定随红军前往瑞
金。但这一走，不仅留下了结婚一年
多的妻子，刚满三个月大的儿子，还有
一笔不小的欠款。”高庆麟说。

为什么会有欠款？面对记者的问
题，高庆麟缓缓讲述。

原来，高捷成从未停止革命救
国。为帮助当地游击队购买武器和药
品，高捷成不仅花光了自己的工资，还
想尽办法筹钱资助，前后有2万多元。

高捷成离开不久，讨债的人便找
上门。为了还债，高家变卖了经营的
鞭炮厂以及所有房产，但这还是不
够。高庆麟说，当时全家人省吃俭用，
奶奶还接下了很多份手工活，常在油

灯下熬到后半夜。
“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

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
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
不短欠分文。”

离家五年后，高捷成在延安寄出
第一封家书，特意提起这笔欠款。

“在家人的努力下，欠款最后还清
了。”摩挲着书信上的字，高庆麟百感
交集，“爷爷在信里称自己是‘不肖高
家浪荡子弟’，希望得到原谅，其实家
人从不怨恨他，只盼他‘救国’后早点
回家。”

但最终，也没等来团聚。
“七七事变”后，转战华北的高捷

成在太行山区创办冀南银行，并担任
首任行长，与敌人展开金融战。艰难
条件下，高捷成与银行业务人员一手
拿枪、一手拿账，保障了军需民用，巩
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为抗战胜利提
供了有力支持。

1943 年 5 月 14 日，前去布置货币
斗争任务的高捷成一行在邢台市内丘
县白鹿角村遭遇日军突袭。为保护机
密文件，掩护战友突围，高捷成不幸牺
牲，年仅34岁。

“他牺牲的消息，家里人到1951年
才知道。”高庆麟说，可能爷爷在参军
时特意错写了籍贯，“信里信外，他始
终惦记着家人。”

“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
再次读起眼前这页泛黄的信笺，记者
仿佛看到国家危难之际，一名青年踱
步九龙江边，在家与国之间作出抉择。

临近中午，采访暂告一段落，高庆
麟告诉记者，下午要在单位组织的党

史学习中讲述爷爷的革命事迹。虽身
死冀西，但高捷成的革命事迹仍在家
乡闽南传颂着。

从漳州出发不到1个小时，便到达
鹭岛厦门。在高捷成求学过的厦门大
学，记者看到他的这封家书被仔细装
裱，挂在经济学院大楼的走廊上，供来
往师生阅读、瞻仰。

“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
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读起
这份家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朱孟楠教授不无感慨，“高捷成在金融
方面所作的贡献，无论对当时的根据
地经济建设，还是对未来中国人民银
行的成立，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他的革命经历，正体现了学校‘爱国、
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

近几年，学院通过重走高捷成革命
之路、以高捷成事迹作为开学第一课等
方式，追忆着曾经的校友。珍贵的红色
基因，在广大青年学生中薪火相传。

4月22日，记者再次采访高庆麟。
沿街而行来到漳州古城，文庙、石牌
坊、闽南骑楼……曾经的老街，如今已
经成为“网红”旅游地。江风吹拂、绿
树摇曳，人们徜徉其中，悠闲惬意。

走到一个小区外，高庆麟指着不
远处高耸的棕榈树说，那片就是他祖
父出生的地方。“以前这里都是平房，
房前的路还没现在一半宽，现在真是
变得越来越美了。”

“昨天下午在单位念到那封家书
时，很多人掉了眼泪，我也很感慨。”高
庆麟说，“很想告诉爷爷，现在国家的变
化有多大，他曾为之奋斗的金融事业，
也已长成参天大树，垒起万丈高楼。”

①高捷成家书（影印版）。
②高捷成肖像照。
③福建省漳州市，九龙

江如一条玉带穿城而过。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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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
人。1913年8月加入冯玉祥的队伍，
开始戎马生涯，因表现出色，很快就
由士兵逐步升迁，官至宁夏省政府主
席兼第10军军长。1930年，冯玉祥
西北军战败，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
吉鸿昌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
师长。1931年，因对蒋介石在国家危
难时却将枪口对准同胞的做法不满，
拒绝执行命令，被蒋介石以“考察实
业”的名义驱逐出国。1932年2月回
到国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
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

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亲率主
力北上抗日，收复察东康保、宝昌、沽
源和多伦四县，对全国抗日力量产生
极大鼓舞。然而，此时蒋介石却派重
兵进攻同盟军，同盟军终因腹背受
敌、寡不敌众而失败。1934年，吉鸿
昌潜回天津，在党的领导下联络各抗
日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并领导创办
了抗日刊物《民族战旗》。1934年11
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
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
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
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
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
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做好内战准备后，便
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河北各解放区在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按照党中央部署，充分动员各区
军民，对国民党的进攻奋起自卫。为了保存实力，在
大量消灭国民党军后，主动放弃一些城市。9月，蒋介
石调集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和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会攻
张家口。晋察冀野战军和各地方部队展开了张家口
保卫战。冀察、冀中的地方部队、民兵为配合张家口
战役，向保定南北和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沿线广泛
出击，歼敌1.27万人，并收复了一些城镇。仅冀晋、冀
察就发动了50万民兵群众破路割电线。冀东部队出
击作战82次，歼敌7000余人，收复县城四座。10月11
日，在大量杀伤敌人后，解放军主动撤离张家口。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
印发《关于公布 2021 年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的通
知》，决定 2021 年度批准创建
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298 个
农业产业强镇。我省2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2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12个农业产业强镇入选。

其中，隆化县现代农业产
业园、临城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入选2021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名单；燕山太行山道地
中药材产业集群、环京津奶业
产业集群入选2021年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建设名单；兴隆县蓝
旗营镇、饶阳县王同岳镇、宁晋
县河渠镇、高邑县大营镇、遵化
市堡子店镇、邱县邱城镇、昌黎
县荒佃庄镇、唐县南店头乡、肃
宁县梁家村镇、定州市砖路镇、

香河县五百户镇、曲阳县孝墓
镇入选2021年农业产业强镇创
建名单。

通知要求，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要牢牢把握“姓农、务
农、为农、兴农”建园宗旨，聚焦
推进“生产+加工+科技”一体
化，集聚现代要素和经营主体，
突出提升设施化、园区化、融合
化、绿色化、数字化水平，发挥
乡村产业振兴平台载体和农业
现代化“引擎”作用；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要进一步做好功能布
局统筹，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
环节，推进全产业链开发、全价
值链提升，形成集群发展新格
局和市场竞争新优势；农业产
业强镇要更好发挥上联城市、
下接乡村的纽带作用，推动产
城融合、产村融合发展，打造综
合服务功能强、宜居宜业的乡
村产业融合综合体。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
年，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传统文化，5 月 7 日上
午，“印记辉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 周年陶瓷印艺术
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幕。

本次展览由河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协会、河北省老年
书画研究会、河北省书法家协
会、河北博物院、河北网络文化
协会、河北美术学院联合主
办。展览精选主题陶瓷印作品
百余幅，其中邀请全国著名篆
刻家曾翔、魏杰等一批作品参
展。为普及篆刻知识，展览还
专门介绍了封泥陶印和吉语印
知识。据介绍，以陶瓷印的艺
术形式做建党百年主题展览，
在全国尚属首次。

展览将中国共产党百年
征程的光辉足迹与中国古老
的陶瓷艺术和篆刻艺术结合

起来，从“开天辟地”“南湖红
船 ”到“ 遵 义 会 议 ”“ 百 团 大
战”，从“开国大典”“跨过鸭绿
江”到“东方风来满眼春”“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一个个

“事件”与“地方”赋予每一方
陶瓷印特有的温度和色彩，在
讲述党史故事的同时，也弘扬
了与之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
将主题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
美融合。

“以印记史，以刀刻史。”艺
术家以饱含激情的刻刀，将中
国共产党伟大历史征程，凝聚
于方寸之间。以鲜明的艺术张
力弘扬中国精神，将中国共产
党的丰功伟业，化为永恒的印
记。百余幅作品，如一颗颗珍
珠，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峥嵘。观众在欣赏作品、感悟
作品背后党史故事之余，也获
得了全新的审美体验。该展览
将持续至5月16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从 5 月 7 日省公安厅召开的媒
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省公安厅
成立全省公安机关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领导小组，连续两
年组织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
专项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3818 人，2020 年积案侦破率达
70%以上；配合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等部门全力推进P2P网络借
贷风险专项整治和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等工作，完成 P2P
网贷机构全部出清、风险有效
化解的整治目标。

在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
专项活动方面，2019年以来，省
公安厅与省税务局、人行石家庄
中心支行、石家庄海关联合开展
打击虚开骗税两年专项行动，警
税联手核查虚开案源10845户，
检查骗税案源646户，查补税款

6.36亿元，挽损入库2.01亿元；
我省各级公安机关捣毁虚开骗
税团伙115个，抓捕犯罪嫌疑人
1604人，投案自首863人，抓捕
犯罪嫌疑人数、投案自首人数，
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1位。

在侦破涉税大要案件方
面，2020年7月，秦皇岛市公安
机关侦破“4·02”虚开电子税务
局代开发票案，抓获团伙骨干
成员3人，成功端掉“假企业”81
个。2021 年 1 月，石家庄市公
安机关成功破获全国首例虚开
电子专票案。

此外，全省公安机关扎实
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
疑人“猎狐”专项行动，自 2019
年以来，相继从20余个国家或
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逃犯60
名，协助韩国执法机构抓获、遣
返其红通逃犯2名。

我省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
陶 瓷 印 艺 术 作 品 展

我 省 两 年 来 抓 获
非法集资嫌犯38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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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认真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国策，有力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水平。要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
通运输结构，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
染治理，加快重污染城市“退后十”步伐，抓好
白洋淀、衡水湖、渤海近岸海域治理，深化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全面排查和治理土壤污
染，有效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要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扎实
推动坝上地区退耕还草轮牧，依法分类抓好
矿山修复和采煤沉降区治理，持续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增强公民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切实提高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全国禁毒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全力打好禁毒严打整治攻
坚战。要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坚持

依法治理，始终保持对制毒、贩毒等行为严打
高压态势。要强化服务管控，切实抓好吸毒
人员的戒治康复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困难
帮扶，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要创新社会治理，
扎实开展无毒品县（市、区）创建活动，层层压
实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彻底清除毒品滋生蔓
延的土壤。

会议强调，要着眼建设环渤海港口群，持
续调整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要突出抓好重
大交通设施和港口设施项目建设，大力推进

“公转铁”和海铁联运，全力优化交通运输结
构，最大限度减少污染排放量。要建立健全
市场化机制，完善重大交通设施和港口设施
项目建设投融资体系，有效解决港口集疏运
体系建设要素保障难题。要突出抓好港口转
型升级和港产城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沿海经
济带，着力打造我省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会议指出，要以扎实开展“三基”建设年

活动为契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全面摸排农村集体
经济底数，逐村建档立卡，分类指导，一村一
策，大力培育高效种养业、乡村旅游业等特色
产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
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
调，推动形成大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鲜明
导向，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强村富民，不断开
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我省教育高质量
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推
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规划建设好雄安新
区大学园区，巩固河北工业大学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成果，支持河北大学、燕山大学等高
校重点学科建设。要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普
惠发展，加快发展托幼事业，扎实推进幼儿
园城乡全覆盖。要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步伐。
要深入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不
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深入推进职业教
育做大做强，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积
极构建职业教育办学新格局，努力培养高素
质产业大军。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全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培
训疗养机构改革。要坚持市场化、社会化改
革方向，按照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
主辅分开原则，聚焦主要任务，分类精准施
策，有序安置分流人员，推动培训疗养机构改
革顺利实施。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
任，完善监督体系，为高质量完成培训疗养机
构改革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普通
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不断提升高等
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水平。要切实加强高校党

的政治建设，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要切实筑牢高校基层组织工作
根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要切实强化管党治党责任，积极构建党
委统一领导，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协调，纪
检机关和组织、宣传、统战、教育等部门密切
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高校党建与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全
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回头看”工作。要着
力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完善机制，切实
巩固拓展村“两委”换届成果。要着力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化

“万人示范培训”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
轮训，切实提高村（社区）“两委”干部推进乡
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创新基层社会
治理，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五位一体”治理
架构，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
层基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