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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 100周年特展
“伟大征程”在西柏坡开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
回首百年征程，总能看见时间
坐标上镌刻的印记熠熠发光。
5月 26日，由西柏坡纪念馆联
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
命历 史 博 物 馆）、首 都 博 物
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河
北博物院共同主办的“伟大
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特展”，在西柏坡纪
念馆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面积300平
方米，展线长100米，共展出图
片 177 张、文物资料 32 件。展
览以图片、实物、史料、视频结
合的形式，重温从建党到建立
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历程，教育
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历史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展览共分为“东方破晓”

“星火燎原”“中流砥柱”“夺取
胜利”四个单元。其中，“东方
破晓”单元主要介绍了五四运
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创建
初期的活动等内容；“星火燎
原”单元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历史；“中流砥柱”单元
以历史资料与珍贵文物，讲述
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夺取
胜利”单元讲述了与新中国成
立相关的历史事件，代表展品
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
稿》《中国土地法大纲》和董必
武的笔记本等。

探寻百年时光里的红色坐
标，赓续奋斗历程中的精神血
脉。西柏坡纪念馆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杨宏伟表示，希望更多
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通
过参观展览，感悟建党百年历
史所带来的震撼、教育和洗
礼，汲取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河北省的私营工商业在
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全省有
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通过赎买和采取国家
资本主义的途径进行了社会
主义改造。从 1953 年开始到
1954 年，河北省把私营工商
业纳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代购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
主 义 轨 道 。首 先 ，国 家 对 粮
食、油料、棉花、猪肉、酒类等
农产品、工业品中的商品部
分和工业品货源基本掌握起
来；第二步，国营商业在流通
领域逐步代替私营批发，使
零售商只能依赖国营和合作

商业货源。从 1954 年
起，按照先城市后集
镇、先大中型企业后

小型企业、先主要行业后一
般行业的办法对一些规模较
大、有关国计民生的私营工
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合营
后 ，国 家 加 强 领 导 、扩 大 投
资，使生产迅速发展，利润不
断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私
营企业要求合营，形成合营
的有利形势。1955 年 12 月，省
委成立对资改造领导小组，
要求在两年内按行业、分期
分批完成改造任务。1956 年
初，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出现高潮。3 月底，全
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
了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关系确立起来。

李松霄（1911-1942），河
北省武邑县人。1936 年，在清
华大学学习期间，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
中，被北平学联推选为代表，
参加了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
的请愿活动。七七事变爆发
后，辗转回到家乡，积极宣传
抗日主张。1937 年秋，赴武强
县参加了段海洲领导的青年
义勇军，被委任为宣传处长，
后为政治部主任。青年义勇军
改编为八路军 129 师青年抗
日游击纵队后，被任命为青纵
二团政治部主任。1938 年秋，
受党组织派遣，到武邑县任战
地委员会主任。他一面宣传发
动群众，一面对原来的妇救
会、农会、商会等组织进行团
结改造，同时努力做好统战工
作，团结争取开明士绅、进步
人士一道抗日，建立了抗日政

权，使武邑县的抗日工作蓬蓬
勃勃地开展起来。群众的抗战
热情极为高涨，全县抗战局面
为之一新。1939 年，被武邑县
人民公推为首任民选县长。
1940年春，任冀南区五专署专
员。1941 年夏，赴中共中央北
方局党校学习。1942 年 6 月 6
日，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
牺牲。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50）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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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霄

不负众望的民选县长

李松霄。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从省政府新
闻办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20 年河北省生
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
我省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
断建立健全监测体系，到 2020 年底，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了环境质
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
初步建成各环境要素统筹、标准统一、天
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全省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

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方
面，全省11个设区市及雄安新区建成76
个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167 个县

（市、区）建成313个省控站；在省级以上
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的生产园区建成
224 个空气站；在 4个港口的 5个作业区
建成 5 个空气站；各市建成 1985 个乡镇
空气站。在 11 个设区市和 167 个县（市、
区）建成区建立了降尘监测体系。此外，
探索布设省级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站点和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站点，为大气污染治
理和 PM2.5、臭氧协同控制提供数据
支撑。

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方面，
以考核、评价断面为基本构成，将全省流
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305条河流
及 18 座重点湖库淀断面（点位）纳入全
省地表水监测体系，设置 602个断面（点
位），主要包括 445个国考及省级达标考
核断面，70个省级生态补偿断面，以及重
点流域（湖库）监测断面、省界出入境河
流水质监测断面等。建成72个国控水站
和 89 个省控水站，开展地表水自动监

测。对全省57个国考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和 168个省考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开
展监测。

在海洋水质监测网络建设方面，
在秦皇岛、唐山、沧州 3 市距岸 12 海里
内的近岸海域设置 32 个监测点位，开
展近岸海域水质监测；在滦河口海域
设置 19 个监测点位，对水环境质量、沉
积物质量、生物质量、栖息地状况、生
物群落状况开展监测；在秦皇岛设置 2
个海水浴场水质监测点位。在秦皇岛
市、唐山市、沧州市分别开展海洋垃圾

监测。
在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方

面，建成了含 1710 个点位的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国家网、1615 个点位的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省控网。全省共布设 88
个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监测点位、1702
个省级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地 下 水 环 境 质 量 监 测 体 系 建 设 不 断
完善。

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方面，对部分县域 113 个村庄的农村空
气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地表水水质开展

监测。对 578 个“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开展监测，对全省23个灌溉
规模在 10 万亩及以上的农田灌区开展
监测。

在生态环境状况监测网络建设方
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植被覆盖指
数、生物丰度指数监测，结合省生态环境
厅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生物多样性等
调查，以及省水利厅的水土流失、水资源
量、降水量等数据，对全省的生态环境状
况进行评估。开展47个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

到2020年底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当前，河
北省小麦正值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灾害性天气将对小麦正常灌浆
成熟和适期收获带来不利影响。为确保
夏粮安全成熟、丰收到手，日前，省农业
农村厅对加强小麦后期田管和灾害防范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强化责任落实。小麦是我省的主要
粮食作物和口粮作物，抓好小麦生产，确
保夏粮丰收，对促进全年粮食丰收至关
重要。各地要立足抗灾夺丰收，把小麦后
期田管和灾害防范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
务，全力以赴抓紧抓牢，确保组织到位、
制度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做到小
麦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

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与气象等部门加强沟通会商，准确

研判灾害发生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灾害防范措
施，指导农民提早做好防御准备。加强
应急值守，强化灾情调度、核查、上报
等工作，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

抓好后期田管。目前距离小麦大面
积收获还有不足 20 天时间，各地组织
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分
类指导，根据小麦生育进程、作物长势
和土壤墒情，指导农民落实田管措施。
重点开展好“一喷三防”，组织专业服务
组织，科学选用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
剂、杀虫剂、杀菌剂等，集中开展喷防作
业，防干热风、防病虫、防早衰，提高灌
浆速率，增加灌浆强度，提高小麦单产。

科学防灾减灾。针对小麦后期干

热风、倒伏、“逼熟雨”“烂场雨”等灾
害，及早制定完善防范预案，提出有针
对性的防御措施。对近期强降雨地区，
及时排渍降涝，防止根系早衰。对墒情
较差田块，及时浇水补墒，增加田间湿
度，防范干热风危害，确保安全成熟。
对因降雨和大风出现轻微倒伏的田
块，加强肥水管理，促进灌浆；对倒伏
程度较重的田块，组织农民及时收获，
防止发芽霉变。

组织好跨区机收。做好跨区机收的
各项物资和技术准备。根据小麦成熟进
程，及时发布机收作业信息，加强与交
通、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搞好机具调
度，组织机手抓住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
加快收获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
块，确保颗粒归仓。

强化责任落实 科学防灾减灾

河北强化小麦后期管理抗灾保丰收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5 月 21

日，由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中国种子
协会、全国农技中心、河北省种子总站
等单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在赵县原种
场对省农科院粮油作物所培育的新品
种冀麦765进行了测产。结果显示，亩产
751.95 公斤。冀麦 765 属于优质专用强
筋小麦，这一测产结果打破了优质麦

“优质不高产”的瓶颈。
在小麦育种界，高产与优质是一对

矛盾体。一般来讲，高产品种难以实现
优质，优质品种不易高产。

专家认为，我省是全国小麦主产省之
一，也是优质专用小麦的优势产区，我省已
经把发展优质专用小麦纳入今后重点培
育的12个特色优势产业之首，冀麦765在
未来小麦产业化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优质专用小麦也能高产

我省新品种冀麦765
亩产达751.95公斤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
莉 通讯员赵会强）近日，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印发方案，决
定从即日起，省、市、县（市、
区）各级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联合开展“真情送暖——关爱
困难退役军人党员”活动，符
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可申
请资助。

本次活动资助对象为身
患重大疾病或慢性病且享受
过其他社会救助政策后仍有
困难的退役军人中共党员。
活动将按照个人向户籍所在
地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申请、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审核、县（市、区）关爱
退役军人基金会审批，省、市、
县（市、区）关爱退役军人基金

会联合资助的方式开展。符
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党员
本人可自愿向户籍所在地村

（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
书面申请。本人因身体不便、
患精神疾病等原因不能提出
申请的，其监护人、家属可代
为申请。资助活动将于 7月 1
日前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

此次联合资助活动是深
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
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要求，体现党和政府对困
难退役军人关心关爱的有力
举措。

我省启动关爱困难
退役军人党员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今年6月5
日是第50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从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20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我省将在六五环境日期间举
办一系列宣传活动，主要包括1个省级
现场宣传活动和8个专题宣传活动。

6 月 5 日，省生态环境厅将联合石
家庄市人民政府，在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井陉县举办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省级主场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将举办“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大型成就展，为 2020 年度“美丽
河北 最美蓝天卫士”代表颁奖，并启
动 2021 年度“美丽河北 最美蓝天卫
士”推选活动以及河北省生态文明主题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向社会发出“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是行动者”
倡议。

8个专题宣传活动除了2020年河北
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还包括：河
北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六五环境日专
题节目，就群众关心的臭氧污染防治和
沙尘天气防护等内容，与听众进行交流，
并接听群众举报；制作“保护生物多样
性”宣传片并在全省进行展播，提高公众
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引导全社会
树立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
念；组织环保设施单位集中向公众开放，
6月1日至10日，我省将有60多家环保
设施单位向公众开放；对2020年“最美
蓝天卫士”事迹进行展播，进一步扩大先

进典型的影响力，营造全省上下合力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浓厚氛围；启
动暑期生态文明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在
全省大中小学公开招募实践团队，鼓励
其深入环保一线，扎实开展调研活动，提
出意见建议，形成实践成果，增强生态文
明意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组织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
员单位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鼓励各成员单位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构建全
民行动的环境治理体系；举办河北省生
态环境教育基地现场观摩活动，总结交
流创建经验和成果，研究完善生态环境
教育基地评估标准和管理办法，进一步
提升创建水平。

我省将举办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

图为 2021 年 5 月 26
日拍摄的衡水市滏阳河。
衡水市大力实施滏阳河清
理整治工作，不断改善滏阳
河水生态环境，在提升生态
补水蓄水及防洪能力的同
时，沿滏阳河两岸开展了景
观打造、堤岸绿化、主题公
园建设等生态景观综合提
升工程。如今的滏阳河两
岸花草繁盛、绿树成荫，景
观小品、休闲场地接连成
片，成为市民娱乐健身、休
闲赏景的好去处。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5月26日，
由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主办的
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活动——红色故事
报告会，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举行第三
场。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让英雄精神
照亮逐梦前程——前辈惊涛拍岸，吾辈
接力向前”。

过去的一百年里，一代代燕赵儿女
为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强大，抛头颅、
洒热血，赵博生、董振堂、杨春增……报
告会上，一串串闪亮的名字钩沉出一段
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他们舍生取义，涤
净旧日腥脏；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

之火……他们用鲜血乃至生命书写了
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凝聚起 7400 多
万河北人民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报告会上，地道战时期的小民兵、
如今已 94岁高龄的革命老英雄——李
恒彪亲临现场，讲述了他参加民兵连之
后的战斗和成长经历，再现了广大军民
用勤劳与智慧顽强抵抗侵略、誓死保卫
家园的峥嵘岁月。上世纪 30年代初的
宁都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河北儿女赵博生和董振堂
是这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的亲
属任建成和作家讴阳北方，在报告会上

生动讲述了先辈们坚持追求光明，勇为
正义献身的感人事迹。《奇袭白虎团》尖
刀班班长原型赵顺合，因为身体原因只
能通过屏幕与观众见面，他的儿子赵铁
道深情讲述了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出奇制胜，歼灭

“白虎团”的英勇事迹。1952年，抗美援
朝战争中，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23岁
的杨春增纵身一跃，把自己的身躯化为
武器扑向敌人，壮烈牺牲，他的昔日战
友、志愿军老兵牟元礼专程从宁夏赶
来，真实还原了杨春增把生的机会留给
战友、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壮场

景。杨春增的妹妹杨素果眼含热泪告
诉观众，2010 年，家人去朝鲜给哥哥扫
墓，把家乡土撒到哥哥和战友们墓前，

“让他们一起闻闻咱祖国的味道，让他
们知道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今天是
多么的繁荣昌盛！”

台上真情讲述，台下掌声雷动。“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英雄们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他们英勇奉献的精神像一
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激励着我们接续奋
斗，报效祖国。”华药集团北元分厂党群
综合部部长陈宝爱表示，要永葆初心，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前辈惊涛拍岸 吾辈接力向前

我省第三场红色故事报告会传承英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