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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

聚焦备战打仗 加快创新发展
全 面 提 升 履 行 使 命 任 务 能 力

新华社西安9月16日电（记者梅常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5日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代
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基地全体官兵致以
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备战
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
能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作
出更大贡献。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爽，景色宜
人。上午 10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基地营
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驻西
安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报，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定基地长期以来在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强
调，要适应航天发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
际，优化组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手段，确
保测控精准可靠、圆满成功。要统筹实施国
家太空系统运行管理，提高管理和使用效益。

习近平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
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要全面加强防护力
量建设，提高容灾备份、抗毁生存、信息防护
能力。要加强太空交通管理，确保太空系统稳
定有序运行。要开展太空安全国际合作，提高
太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

习近平强调，完成好基地担负的各项任
务，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
的各方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
党史学习教育，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航天
测控精神，打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
想政治根基，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
一。要有针对性做好人才工作，强固人才支
撑。要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腔热忱为官
兵排忧解难，把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来，不断开创基地建设新局面。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王东峰在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暨重点项目建设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全面完成“十四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许勤主持

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陕西部队某
基地视察调研。这是习近平在听取基地工作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这是习近平亲切
接见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高粱红了、棉花白
了、大豆熟了……眼下，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
从冀南平原到坝上高原，广袤的燕赵大地迎来硕
果累累的秋收时节，全省各地农民群众品尝着丰
收的味道，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丰收的“味道”不一般。
这几天，成安县一片玉米地里，硕大的玉米穗

颗粒饱满。种粮大户杨俊山通过土地流转，今年
种植了 3500 亩玉米。收获前，经过田间测产，初
测结果数据喜人。“估摸着亩产能上 1600 斤。”杨
俊山说。

风起，秋来，吹开禾花，吹满稻穗。在唐山市曹
妃甸区第四农场聚享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稻田，碧
蓝的天空与金色的稻田交相辉映，稻浪起伏，稻香
扑鼻。“今年稻穗长得好，颗粒饱满，丰收不成问
题。”合作社理事长韩建明满心的欢喜溢于言表。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我省秋粮作物生
育期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区光温适宜、墒情充
足，降水情况整体上符合秋季作物对水分的需求，
除受灾地块外，其他地区秋粮作物长势明显好于
常年。从当前情况看，秋收作物长势总体较好，后
期如果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预计秋粮作物可实
现丰收。

丰收的味道是甜的。今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
为3406.2万亩，比上年增加41.4万亩；平均亩产为
435.3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单产创历史新
高；总产量为 1482.7万吨，比上年增加 28.8万吨。
结合夏粮实收产量，经专家综合分析预测，今年粮
食生产形势为“三增”，即面积、单产和总产齐增，有望迎来一个丰收年。

丰收的“气质”不一般。
在安平县杨屯村的实验田里，今年试种的高粱都举起了红红的“火

把”。杨屯村在油菜花、谷子等特色种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持续
推进稳粮食、调结构、促增收，农户们尝到了调优品种带来的益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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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长城汽车扎根俄罗斯加速“跑”
——河北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亮点故事②

＞＞＞见第五版

在尚海纪念林里的展板上，有一张
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王尚海蹲在地上同职
工一起研究造林技术的老照片。8月2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张照片前驻
足凝视，并询问王尚海同志有关情况。

尚海纪念林是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的
“绿之源”。它见证着塞罕坝从茫茫荒漠

到“绿色屏障”的生态修复奇迹，也忠实
记录着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
塞罕坝精神。

种下去的是林木，立起来的是精
神。在这片浓缩了塞罕坝精神的尚海纪
念林里，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
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传承好塞
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
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林
涛阵阵，仿佛世人对三代塞罕坝建设者
的致敬；嘱托在心，激励着我们传承塞罕

坝精神，在新征程上再建新功。
“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越千

秋。”有人说，视觉上，塞罕坝是绿色的；
精神上，塞罕坝是红色的。从“六女上
坝”的无悔选择，到望海楼里的漫长守
望；从爬冰卧雪石头缝里栽种树苗，到起
早贪黑顶风冒雨修枝防虫，三代塞罕坝
人前赴后继，于艰苦卓绝的奋斗中用青
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一座红色的“精
神高地”。可以说，塞罕坝的绿，是精神
的红浇灌出来的；塞罕坝精神的红，是从
一棵棵绿色的树中升华出来的。从一棵

树到一片海，塞罕坝近 60 年的绿色奇
迹，见证了改天换地的精神力量，用实践
生动诠释了“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
质，也要靠精神”的深刻道理。

精神的力量驱动奋斗的脚步。品读
塞罕坝的红与绿，我们当对“共同把我们
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
态文明建设好”的嘱托，有更深刻的认
识，当以更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更好地传承塞罕坝精神，为生态
文明建设不懈奋斗。

（下转第二版）

传承塞罕坝精神 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蔡晓辉

习近平向中国质量（杭州）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就墨西哥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向洛佩斯致贺电
＞＞＞见第四版

编者按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9 月 23

日（农历秋分），我们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经济稳中加

固、稳中向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好于预

期。为充分报道各地的丰收成果，大力宣传

“三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稳健力量，增

添发展活力，提振发展信心，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庆丰收 感党恩》

专栏，敬请关注。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庞超）9月
16 日晚，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暨重
点项目建设视频调度会议在石家庄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
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组织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抢抓机
遇，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切实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确
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确保全面完成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勤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桐
利通报1—8月全省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副省长严鹏程通报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

会上，全省 11 个设区市市委书记先
后发言，汇报今年 1—8 月份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对标年度目标，查找短板弱项，
明确工作措施。王东峰结合各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逐一点评工作，指出存在的
突出问题，要求各市从领导干部做起，狠

抓扩大消费和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打赢攻坚战，以更大的决心和力
度，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为全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
积极贡献。

王东峰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
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省经济运行平稳、稳中向好，疫情防
控有力有序有效，为完成全年任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全
省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必须科学分析、精准发力、拼搏竞进；北京
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入倒计时，对疫情防控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毫不放松、持续
加力，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线，
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成功举办。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
果导向，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
凝心聚力抓发展，毫不松懈防风险，以实
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坚决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把重点项目建设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坚定不
移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一要深化思想认
识，加大工作力度。要把抓好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任务，
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
关键举措，持续深化“三重四创五优化”和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办好“三件大事”，巩固拓展三大
攻坚战成果，加快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步伐。二要突出“四个一批”，加
快项目落地。要紧紧扭住大项目、好项
目，加快建设一批、新启动开工一批、策划
审批一批、招商引资一批，形成重点项目
滚动建设的良好局面，推动项目尽快开
工、尽快投产、尽快达效。三要突出抓好
十项重点，有效扩大项目投资量。要紧密
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各市县功能定位和产
业布局，大力推进产业投资项目、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房地产投资项目、民生投资

项目、城建投资项目、新型城镇化和特色
小镇投资项目、美丽乡村投资项目、“空心
村”治理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投资项目、
各类开发区投资项目、民间投资项目等十
项重点项目建设，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的浓厚氛围和鲜明导向。四要压实工
作责任，强化科学调度。要严格落实各地
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省直有关部门职能责
任、各级领导干部包联责任，对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实行周调度、月通报，严格督查
检查和考核问责，全面落实项目投资政
策，建立健全项目准入清单，科学合理配
置要素资源，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高
风险产业落地。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从严从紧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切实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要强化排查管控，聚焦外省市发函协查人
员、中高风险地区来冀返冀人员、境外来
冀返冀人员、感染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次
密切接触者四类人群，严格落实核酸检
测、隔离观察、居家观察等措施，严防疫情
流入我省。（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