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京津冀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在邯郸举行

严鹏程在定州安国调研时强调

针对企业痛点提供精准帮扶
全力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邢国辉在廊坊开展应急管理专题调研时强调

提高应急管理能力
维护安全稳定环境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6 月 24
日，由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和邯郸市
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1 京津冀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邯郸市开幕。来
自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 49 家商协
会、政府机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
组 织 部 部 长 廉 毅 敏 致 辞 并 宣 布
开幕。

廉毅敏指出，河北是开放前沿，
正处于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
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
来，京津冀三地贸促会着力打造国
际化合作平台，推动京津冀地区构
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发展优势。
近年来，河北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在
商事制度、投资审批、政务服务、法

治保障等领域取得新突破，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河北是投资沃土，诚
邀海内外客商多到河北开展合作、
投资兴业，在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中携手共进，在深化交流
合作中共同收获更大成果。

本届投洽会以“新阶段新理念、
新机遇新未来”为主题，安排了中
国—哈萨克斯坦投资推介会等系列
活动，大力推进京津冀地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务实交流
合作，促进京津冀贸易投资协同发
展合作机制取得实效。

开幕式后，举行重点合作项目
签约。截至目前，本届投洽会签约
合作项目和战略协议 21 个，总金额
142.48亿元人民币。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丽达）6 月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国辉
到廊坊市开展应急管理专题调研。
邢国辉强调，要时刻绷紧公共安全
这根弦，查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全面
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以安全之
稳维护大局之稳，为建党100周年营
造良好环境。

邢国辉一行先后到廊坊立邦涂
料有限公司、中国石油管道应急抢
险中心、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和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
心，深入车间、场馆察看应急管理工
作开展情况。

邢国辉指出，应急管理工作关
系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充分认
识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维护公共安
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汲取近
期国内安全事故深刻教训，持续开
展安全生产检查整治活动，抓常抓
紧抓实应急管理工作，全力防范化
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有效应对突
发事件和各类灾害事故，努力编织
好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邢国辉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
坚持依法管理、精准治理，深入排查
安全隐患，加强应急演练，健全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提升预防和处置突
发事件能力，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
法治化，为建党100周年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徐华）6 月 23
日，副省长严鹏程到定州市、安国市
调研指导包联企业和特色产业。他
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
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针对企
业实际困难提供精准帮扶，全力支持
企业高质量发展。

严鹏程到河北宝塔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金特力斯体育设施有限公
司、安国圣天药业有限公司、河北橘
井药业有限公司等，实地了解企业生
产、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协调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严鹏程强调，要解决好需求和供
给的问题，瞄准新需求创造高质量供
给，用高质量供给引领新需求。要坚
持创新引领，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端

企业对接合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发展，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
在做好质量控制的基础上，搞好新产
品研发，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适应
高水平发展的科技人才。要进一步
增强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毫
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

“十个常态化”30项举措落地见效，在
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疫苗接种进度，
坚决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严鹏程还到安国市毛主席视察
纪念馆向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宣讲
党史。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6 月
24 日，唐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 43 次会议决定：接
受高建民同志辞去唐山市人民政府
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田国良同志
为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
市长。

田国良，男，满族，1975 年 8 月
生，围场人，1996 年 6 月入党，1997
年 12 月参加工作，河北科技大学焊
接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学硕士学位，正高级政工师，正高

级工程师。曾任河北四建公司副经
理，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河北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会董
事，河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2019年
4月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组
书记，河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21 年 3月
任唐山市委副书记（正厅级）。

田国良任唐山市代理市长

这是河北交出的一份优美环境
答卷——

2020年，河北省生态环境质量大
幅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创2013年以来
最好水平，全省生态环境总体状况首
次评估为良。天空更蓝了、大地更绿
了、河流更清了……一个山清水秀的
美丽河北向我们走来。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
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偏重的产业结构、偏煤的能源结
构、偏公路的交通运输结构，曾是河
北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之重。

“全国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河北
占了 7 个。再不下决心调整结构，就
无法向历史和人民交代。”2013 年 9
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
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
指出了河北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严
峻形势。

“要过结构调整的坎，爬转型升
级的坡。”

“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
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
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

总书记掷地有声的一席话，精准
指出了河北的症结所在、出路所在。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省委、
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
发展，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蓝天保卫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中之重。

对邢台人来说，经常呼吸到糟糕
空气曾经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摘掉空气重污染城市的帽子，邢
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2020年，邢台 PM2.5年均浓
度 53 微克/立方米，圆满完成在全国
168 个重点监测城市中“退倒十”目
标，空气质量改善率居全省和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第一。

近年来，我省制定和实施了大气
环境污染治理“1+18”系列政策和行
动方案，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依
法治污，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
构，加力工业污染深度治理。“十三五”

期间，河北累计压减退出炼钢产能
8212 万 吨 、煤 炭 5571 万 吨 、水 泥
1194.9万吨、平板玻璃4999万重量箱、
焦炭3144.4万吨、火电234万千瓦。

坚持一天一天努力，一微克一微
克争取，雾霾越来越少，蓝天白云成
常态。2020年，全省优良天数256天，
同比增加30天，全省PM2.5平均浓度
44.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8%，实
现了 2013 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
水平。

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密不可分、
相互作用。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山更
绿、水更清、地更净、湖海更美。

碧水清流美景再现——
芦苇摇曳，碧波浩荡，河畔绿荫

幽草，水中小岛菖蒲掩映……夏日傍
晚，漫步于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
远方是落日余晖，水天相映，举目
皆景。

我省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系
统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0年，纳入国
家考核的 74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
中，达到或好于Ⅲ类（优良）断面比例
为 66.2%，“十三五”累计提高 27 个百
分点；全部消除劣Ⅴ类断面，“十三五”

累计下降 43.2个百分点，为全国劣Ⅴ
类断面累计消除最多的省份。全省近
岸海域国考点位海水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9%。

青山如黛令人向往——
白桦林绿得蓊郁，樟子松绿得青

翠，高山草甸绿毯般秀美。围绕北京
冬奥会申办筹办，张家口市崇礼区植
树造林力度空前加大，每年造林绿化
面积超过10万亩，曾经的荒山秃岭变
成了绿洲。

为环境增绿，为生活添彩。我省
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
护林、太行山绿化、京津保生态过渡
带和沿海防护林建设等国土绿化重
点工程。“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完
成营造林 3954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31%提高到 35%，森林蓄积量由 1.44
亿立方米增长到1.75亿立方米。

沃野千里生机盎然——
干净的土壤，是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的重要前提。
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是全国第一
个划分成果得到省政府审定同意的
省份。2020年，我省化肥农药使用量
持续实现负增长，同比分别减少 7 万
吨、3055 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77%，耕地污染源头得到有效管控，
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变得越来
越干净。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让乡
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
期盼。

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
“洁净美”，我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导
向，以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
改造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动
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加快补
齐我省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截至 2020 年底，我省累计实现
1.28万个村庄生活污水有效治理，3.6
万个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有效管控，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有效管控基本实
现全覆盖，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
覆盖 4.79万个村庄，累计改造卫生厕
所 905.74 万座，累计完成村庄绿化
88.7万亩。

奋进“十四五”，迈向新征程。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我省将突出抓好污
染防治和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更优美的生
态环境为百姓幸福生活添彩。

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为生活添彩
——解析百姓幸福密码⑦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78）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天下午，河北省代表团在驻地
分组讨论胡锦涛总书记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
党的十八大所作的报告。大家表示，一定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
精神上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河北贯彻落实
意见。27日起，省委领导分赴各地向干部群众宣讲党
的十八大精神。全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的热潮，对广大干部群众统一思想，明确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文冠、马本斋：母子两代英雄

马本斋（1903-1944），河北省
献县人。年少时为生活所迫，随父
亲到东北，后投身东北军。1924年
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奉军逐级
升至团长。他洁身自好，治军严
明。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
的不抵抗政策，弃官还乡。全面抗
战爆发后，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
在家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
1938年 6月，率部参加八路军，所
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
任总队长。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9年后，所部改称回民
支队，与八路军主力纵队和一二〇
师协同作战，抗击日伪、消灭土匪，
取得诸多胜利，被誉为“攻无不克、

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
军”。1942年 9月，奉命率回民支
队转移到冀鲁豫边区，兼任冀鲁豫
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因长期
艰苦作战，马本斋积劳成疾，1944
年2月7日不幸病逝。

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也是一
位英雄母亲。1941 年，为招降马
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军血洗献
县东辛庄后抓走了马母。日军对
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信说服儿
子叛降，但马母坚贞不屈，痛骂劝
降的汉奸伪县长，并以绝食的方
式进行抗争，最终在绝食7天后英
勇牺牲。

朱德总司令曾赞颂白文冠、
马本斋为“大节不死，母子两代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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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6 月
23 日，副省长时清霜到廊坊市调研
包联重点企业。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按照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相关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服务举措，
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释放更大
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

时清霜深入河北时硕微芯科技
有限公司、中轻联创（廊坊）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韵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
行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深
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战略、产
品研发、市场销售、项目进展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现场帮助企业解决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他指出，企业是
市场的主体，是经济的基本细胞，企
业兴则经济兴。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切实当好企业联络员、服务员、宣传
员，主动靠前服务，全力营造便商利
商发展环境。要深入了解企业所需
所盼，要聚焦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
题，列出清单台账，科学精准施策，着
力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同质性竞争
等问题。要加强对重点项目和企业
的帮扶力度，认真落实联系服务企业
相关机制，在项目审批、用地、融资等
方面提供支持。要完善政策措施，支
持企业技术改造、引进高端人才，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6 月
24 日，副省长葛海蛟带领石家庄市
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石家庄调
研检查国有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
要求，各地和国资系统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
环境。

葛海蛟一行先后到省建投天然
气公司、河北建工集团中央商务区
CBD 项目，深入中控室、气站和工
地，详细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葛海蛟要
求，各企业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常态化风险辨识管控制度，盯住高危
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彻底排查整治
安全隐患，加大安全投入和培训力
度，严格操作规范和作业施工，切实
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各级国资系统
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突出油
气管道、化工、煤矿、建筑施工等重点
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回头看”，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确
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要逐级逐岗
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值守和实战演
练，对重大危险源严防死守，坚决防
止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坚决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

时清霜在廊坊市调研包联重点企业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服务举措
全 力 帮 助 企 业 纾 困 解 难

葛海蛟在石家庄调研检查国有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时要求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河北省科普微视频大赛开赛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近日，

省科技厅下发通知，将面向全省开
展科普微视频大赛活动，大力普及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
族科学文化素养。作品推荐截止日
期为7月9日。

此次大赛在采取地方部门推荐
作品的同时，面向省内社会机构、个
人征集优秀科普微视频作品。各市
科技局、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推
荐微视频不超过5部；社会机构或个
人可自荐 1 部作品。视频可为与主
题相关的纪录短片、DV 短片、视频
剪辑、动画、动漫等，时长为2分钟至
5分钟，内容兼具科学性、知识性、通
俗性、艺术性、趣味性，为 2020 年内
完成并播出过的原创微视频。

据了解，所有参赛作品经形式
审查后，在河北科普网、省科技厅网
站等媒体平台展播，由公众对参选
作品进行投票，产生公众评选结
果。在此基础上，省科技厅将组织
专家进行评议，结合公众评选结果
产生最终结果。根据参赛作品数
量，确定一、二、三等奖获奖数量，择
优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科普微视
频大赛。

“值得注意的是，为激发广大青
少年科学兴趣，培养青少年创新思
维，提升青少年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本次优秀微视频评选将向青
少年倾斜，鼓励青少年个人自荐优秀
微视频作品。”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有意参赛者可登录河北省科学
技术厅网站了解详细信息。

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既为城市带来水的灵气，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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