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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
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
时感觉舒适一点。”

2014年11月10日，夜晚的水立方灯光
璀璨。APEC欢迎宴会正在这里举行。面对
中外来宾，习近平主席坦诚地说。

那时，立冬刚过，北方地区进入雾霾多
发的季节。然而，这次会议期间，北京的天
蓝得让人惊喜。

有人说，“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
这一阵就没了。

直面问题和疑虑，习近平以十足的底
气告诉世界——

“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理，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
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
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
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绿色的“约定”

“不可想象，没有森林，地球和人类会
是什么样子。”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植树造林、国
土绿化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我国生态欠
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
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曾是南方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85 年，长汀全
县水土流失面积146.2万亩，占全县面积的
31.5%。“山光、水浊、田瘦、人穷”，道出了长
汀的困境。

1999年11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的习近平专程来到长汀。当了解
到水土流失面积仍超过百万亩时，他的神
情严肃起来，对在场的干部说：“要锲而不
舍、统筹规划，用八到十年时间，争取国家、
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

不久，长汀建设生态园，习近平专门
托人送去1000元，为生态园捐种了一棵香
樟树。

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去。
如今的长汀已经是绿满山、果飘香。截

至2019年底，当地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约
34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80%。森林保住了
水土，也汇聚了财富。当地百姓发展林下经
济，日子越过越红火。

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造福千秋万代
的事，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一直有着十分
重要的分量。

2021 年 4 月 2 日，春风拂绿，万象更
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温榆河的植树点，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已经是习近平总
书记连续第 9 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个
与春天的“绿色约定”，习近平总书记从未
失约，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油松、矮紫杉、红瑞木、碧桃、楸树、西府海棠……习近平总书记接连种下

6棵树苗。
2021 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 4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

表示，“40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锲而不舍，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
多，城乡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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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河 北 省 省 级 总 河 湖 长
和省级河长、湖长名单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 通讯员
解博匀）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
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2074.8 亿
元，同比（下同）增长 32.7%，增速高于
全国整体增速4.5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1184.7 亿元，增长 35.5%，增速高于
全 国 整 体 增 速 5.4 个 百 分 点 ；进 口
890.1亿元，增长29.1%，增速高于全国
整体增速3.2个百分点。

一般贸易占主体，市场采购出口
倍增。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88.1

亿元，增长 32.1%，占进出口总值的
86.2%。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138.3
亿元，增长 55.4%。以保税物流方式
进出口 98.6亿元，增长 3.6%。以市场
采购方式出口41.6亿元，增长165.1%。

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
长。对澳大利亚进出口380.8亿元，增
长 29.2%，占进出口总值的 18.4%。对
美国进出口 253.6 亿元，增长 72.1%。
对 东 盟 进 出 口 227.9 亿 元 ，增 长
9.6%。对欧盟（27国，不含英国）进出

口 206.1 亿元，增长 19.6%。对巴西进
出口156.6亿元，增长33.6%。此外，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614.2 亿
元，增长31.8%。

曹妃甸综保区、京唐港保税物流
中心（B 型）、廊坊综保区注册企业进
出口快速增长。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注
册 企 业 进 出 口 103.3 亿 元 ，增 长
485.7%。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
心（B型）注册企业进出口9.3亿元，增
长41.7倍。（下转第三版）

1至5月

河北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32.7%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吴韬）
7 月 10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委审计
委员会主任王东峰主持召开省委审
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审计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

《2020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十四
五”河北省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等文
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审计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主持召开
中央审计委员会会议，对审计工作作
出一系列部署和提出明确要求，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和指
导性，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审计
委员会有关部署，始终把讲政治贯穿
审计监督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高
度，深刻认识审计工作的重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在河北落地见效，坚决当好
首都政治“护城河”。

会议强调，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强化
审计监督。要紧紧围绕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紧扣“十四五”目标任务，统筹谋
划审计监督工作，切实加大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
冬奥会筹办等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
重大项目、重大资金落实落地情况的
审计力度，促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要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
风险意识，加大对财政、金融、债务、
粮食、环保等领域的审计监督力度，
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化解风险。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对

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
乡村振兴等方面重点项目资金的审
计力度，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微腐
败”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
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体系，推动
形成内部审计、日常审计、年度常规
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及其他重
大资金重要事项专项审计协调联动、
相辅相成的审计监督格局，切实加大
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力度，坚决纠正
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
正之风。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全面抓好审计整改落实。
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审计发现的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列
出清单、逐项检查，对尚未彻底整改
和整改不到位的，要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责任人，确保如期整改落实到
位。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被审
计单位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管理责

任、审计部门监督责任，以责任落实
倒逼整改任务落实。要加强各级党
委对审计和整改工作的领导，推动
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人大监
督、司法监督、党委和政府督查协调
配合，推动形成监督合力，不断提高
审计监督实效。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
的领导，努力建设高素质高水平审计
队伍。要突出政治标准，结合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不断
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面提升审
计机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政治
素质。要加强审计队伍教育培训和实
践锻炼，不断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
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持续深化
纠正“四风”和作风纪律专项整治，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
风优良的审计队伍，为加快建设经济
强省、美丽河北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省领导高志立、刘爽、王晓东参
加会议。

王东峰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强调

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审计体系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审计保障

许勤出席会议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向全体党员发出了新的
时代号召，对青年一代提出殷切希
望。连日来，我省高校迅速兴起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的热潮，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进一步深化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河北大学召开学校、学院两级中
心组学习会，举办党委常委会专题

学习，组织专题辅导报告会。党委
书记郭健表示，作为一所百年办学
历史的高校，学校将引导青年学子
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同
时，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协
同创新的优势，构建适应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专
业体系，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需要
千千万万青春的力量。

疫情期间，广大师生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

的无限忠诚。河北医科大学党委书
记翟海魂表示，学校将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创新教育形式，引导学
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培育扎
根燕赵大地、服务河北百姓，充满人
文情怀、具有精湛业务的一流医学
人才。

河北工业大学校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党委书记李强表
示，学校将加快推进国家“双一流”建
设，不断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着
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全面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坚持“落地冲高”的工作
思路，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深化
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深度
合作，有效促进资源共享，走协同创

新发展之路。
历史交汇点上迎来新的出发，奋

斗是永恒的旋律。
“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为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燕山
大学党委书记赵险峰表示，学校将促
进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和协调发展，
布局新兴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建设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海洋科学与工
程、康养产业技术三个研究院，高压
科学、纳米能源材料、特种运载装备
三个研究中心，打造学科高峰、培养
顶尖人才。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
美好未来。”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戴建兵表示，（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7 月
10 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
发《关于做好近期强降雨防范工作
的紧急通知》。针对近日强降雨过
程，国家防总和海河防总专门下发
通知提出具体要求，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作出批示，省两办下发紧急
通知进行专项安排，要求各地高度
重视当前强降雨防范工作，压实压
紧防汛责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
力保障首都北京、雄安新区等重点
地区防洪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据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副热带
高压北抬，雨带北移，7月11日—13
日、7月14日—17日，我省将出现两
次强降雨过程。其中 7 月 11 日—13
日强降雨为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
过程，这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
次强降雨过程。降雨时局地伴有雷
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 80 毫米—
100毫米。

省防办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强降雨防
范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
的各项防汛抗洪责任制，严格落实
重点区域、重点河段、重点工程和薄
弱环节的防汛责任，确保责任到乡
到村到户到人，最大程度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当好首都
政治“护城河”。

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布信
息。各级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
调，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
强化联合会商，提高预报精度，为防
汛指挥、工程调度、抗洪抢险等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强化临战意识，着重
做好短时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
局部强对流天气预警工作，科学延
长预见期，为采取防范处置措施多
留提前量。要健全预警信息发布机
制，广泛运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
微博、微信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
预警信息，做到地域全覆盖、人员无
遗漏。70 个山区县要充分利用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广播大喇叭、
手摇报警器、铜锣等方式，第一时
间发布预警信息，提前转移受威胁
区域群众，（下转第三版）

省防办紧急通知要求做好近期强降雨防范工作

压实压紧防汛责任 落实落细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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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河长

袁桐利

刘 凯

夏延军

葛海蛟

丁绣峰

严鹏程

高云霄

胡启生

职务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副省长

所负责河流

名称

滦 河

南运河

卫运河

潮白河

北运河

潴龙河

赵王新河

永定河

子牙新河

滏东排河

滹沱河

起止点及长度（公里）

冀蒙界至入海口（626）

冀鲁界至冀津界（256.2）

馆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寺枢纽（157）

冀京界至吴村枢纽（63.2）

京冀界至冀津界（23.6）

安国市军诜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

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

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冀京界（46.8）
冀京界至冀津界（75.5）

献县枢纽至冀津界（115.6）

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

冀晋界至献县枢纽（296.2）

一、省级总河湖长
省委书记：王东峰
省 长：许 勤
二、省级河长

三、省级湖长

省级湖长

张国华

时清霜

职务

省委常委、副省长

副省长

所负责湖泊

白洋淀

衡水湖

河北多措并举保障城市排水安全
截至6月底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504.8公里，

占年度任务的73%

层层压实防汛责任 强化水库安全措施

我省全力迎战近期强降雨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