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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立法条例》的决定

（2022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了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报请批准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立法条例》。该条例符合宪法、民

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河北省地
方立法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适合当
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决定
予以批准，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了青龙
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请批准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集体经
济组织财务管理条例》。该条例符合宪

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河北
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适合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特点，决定予以批准，由青龙满族自治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青龙
满族自治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2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新时代如何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聚焦首届北京文化论坛

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白洋淀
“安家”！近日，河北省林草局组织开展
白洋淀鸟类监测时，首次发现青头潜鸭
雌鸟与雏鸟的活动影像。鸟类是环境的

“生态试纸”，青头潜鸭从候鸟变成“留
鸟”，是白洋淀生态环境改善的有力
佐证。

上半年，河北交出了一份绿意满满
的生态答卷：全省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 9.1%，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5 天，创
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全
省 地 表 水 国 考 断 面 优 良 比 例 达 到
77.0%，同比提升16.3个百分点。

深化污染防治，持续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7月22日16时，首钢股份公司迁安
钢铁公司智能化生产环保调度中心，在
线监测排放数据实时显示：颗粒物1.12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65毫克/立方
米，氮氧化物11.08毫克/立方米。

这组数据远低于国家特别排放限
值，更达到了河北制定的更加严格的超
低排放地方标准。首钢迁钢共投入 20
多亿元，实施超低排放治理 70多项，成
为全国钢铁行业首家被评为环保绩效
A级的企业。

钢铁行业是河北工业转型升级和
大气污染治理的主战场。近日，中共河
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全省钢铁企业环保绩效全面创 A
工作方案》，提出利用 3 年时间实现钢
铁企业全面创 A，引领全省工业企业深
度减排、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环境美不美，生态好不好，事关人
民幸福和永续发展。河北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加大污染治理
力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

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今年以来，河
北开展了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扬尘面源污染治理、产

业集群升级改造、餐饮油烟整治、臭氧
污染防治、重污染天气消除七大专项行
动，科学精准持续推进大气质量改善。
截至目前，11 个设区市全部位于全国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十”之外。

清水绿岸越来越多。上半年，河北
突出抓好白洋淀流域治理，谋划实施 8
大类 52 项治理工程，淀区水质稳定保
持Ⅲ类以上；强化京津水源保障，滦河、
潮河、白河出境断面均保持Ⅱ类以上水
质；持续推进入海排污口分类整治，22
个入海河流入海口达到Ⅲ类以上水质，
较去年同期增加 11 个；秦皇岛市 13 条
入海河流达到Ⅲ类以上水质，北戴河海
水水质全部达到优良，8 个主要浴场全
部达到Ⅰ类。

土壤更加洁净安全。坚持预防为
主、保护优先、用控并举。47 万亩受污
染耕地全部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
措施，累计 19.57 万亩建设用地完成调
查评估和管控修复；全年 2000 个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已完成 1850 个，农
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控、保持动态清零；
启动“无废城市”集群建设，石家庄、唐
山、保定、衡水四市纳入全国试点。

加强生态修复，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昔日“泉城”美景重现！去年 7月以
来，邢台市百泉、狗头泉和黑龙潭等泉
眼相继复涌。经水务部门测算，仅狗头
泉 一 个 主 泉 眼 ，每 天 涌 水 约 4 万 立
方米。

聚焦华北地区“大漏斗”问题，实施
“节、引、调、补、蓄、管”六大治理行动，
强力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今年 6
月，全省浅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
21.98米，与上年同期相比回升 2.05米。
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 56.73
米，与上年同期相比回升6.83米。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河北加强生
态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
京津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大规模国土绿化深入推进。
盛夏的坝上，山花烂漫，林海苍翠。

10 年前，塞罕坝机械林场向土壤贫瘠、
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发起攻坚造林，如
今林场内石质荒山已全部披绿，森林面
积增加到115.1万亩。

林草兴则生态兴。截至 7 月初，全
省今年完成营造林 417万亩，占全年计
划任务的 69.5%；完成退化草原修复治
理 9 万亩，超过上半年计划的 25%。燕
赵大地绿色版图不断扩展。

生态修复治理有力开展。
今年，河北在京津水源上游、白洋

淀流域、北戴河近岸海域、冀中南等重
点区域实施湖淖治理、生态缓冲带建
设、人工湿地等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
治理项目 49个；潮河流域（滦平段）、唐
山市东部开平采煤沉陷区、武安市玉带
河流域等 3 个综合治理项目列入生态
环境部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试点。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白洋淀划定 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

衡水湖鸟类达到 332种，华北豹今年两
次现身驼梁国家自然保护区……河北
全面开展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
不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
修复，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加快绿色转型，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这是北
京冬奥会期间被交口称赞的浪漫故事。
冬奥会之后，张家口的风、坝上的光，继
续点亮北京、照亮雄安。

深入推进首都“两区”建设，张家口
加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力度。今年
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115.64 万千
瓦，累计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2462 万
千瓦，较十年前装机规模增长4.3倍。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
期。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
绿色低碳发展，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扎实稳定全省经济
运行一揽子措施及配套政策中，《关于
稳住经济的五条环保政策措施》协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 护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型。

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
硬仗。河北坚持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
为重要抓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交通结构，积极助推绿色低碳
发展。

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河北今
年新能源重卡、市政工程用车分别增加
3500辆和 300辆，绿色交通体系进一步
形成。

深化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改革。集碳
监管、碳中和、碳普惠功能于一体的全
省碳管理平台预计 9月底投入试运行；
开展钢铁行业碳评价试点，将碳排放影
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开展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碳排放
基准值研究，建立以基准值为基础的降
碳产品价值实现激励约束机制；将企业
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体系。推动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转变迈出实质步伐。

积极推广降碳新技术。大力推进钢
铁、电力、水泥、石化等重点行业 8个碳
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项目示范，目前
已建成 3 个，有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

在钢铁、化工、火电、水泥等行业推
行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持续推动产业绿
色低碳化和绿色低碳产业化……今年
上半年，河北节能降耗成效突出，规模
以上工业能耗同比下降，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保持两位数增长。高质量发展更清
洁、更安全。

绿色发展迈新步 节能降耗显成效
——2022年河北经济年中观察⑤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从河北省
市场监管局8月3日召开的全省知识产
权工作推进会议上获悉，在国家对省委、
省政府2021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考
核中河北获得优秀，实现连续两年优秀。

今年上半年，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各
项工作均取得明显成效。河北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财政部确定为 2022 年专利
转化专项计划新增奖补省份，获中央财
政奖补资金1亿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对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绩效考核中排名第 5，实现连续 3 年
进位。河北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为专利
代理信用评价管理试点省份。河北获批
延续第二批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
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

上半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查处商

标侵权案件451件，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
件830件，同比增长149.25%，查办侵犯
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侵权行为89起，圆
满完成冬奥会冬残奥会奥标保护工作。

上半年，全省新增专利授权 6.2 万
件，同比增长 18.15%，其中发明专利
5683件，同比增长 35.73%。新增国内商
标注册量11.39万件，同比增长23.73%。
滦南虾酱、滦南虾油2个产品获批实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全省新增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30 件，新增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用标企业112家。全省第二十三
届中国专利奖获奖项目 10 项，其中金
奖 2项，银奖 2项，是历年来数量最多、
质量最高的一届。“知识产权服务万里
行”对接企业1663家，提供建设性意见
844条，帮助企业培训人员4862人。

创作文艺精品，是所有文艺创作
者追求的目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是文艺精品创作的基本标
准。首届北京文化论坛召开的“文艺
精品创作与传播”分论坛上，来自文化
影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创作
生产文艺精品，以及对于文艺精品的
评判标准、生产机制、功能作用等进
行深入剖析，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为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
参考。

作家王蒙表示，我们生活在中国
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世界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中国故事
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
尽的源泉。要创作出精品力作，关键
在于能不能“关注、热爱、分析、研究”
这个时代。“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每个
人又有个性和特色，既有国之大者的
大事件，又有生活琐碎的难忘瞬间。
如果缺少对它的注意力、关心和投入，
是无法创造出有时代性的作品的。”

“新时代的文艺精品，要做到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在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看来，现今对文艺精品的论述，要
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来看待。“中国文化
在艺术创作的历史上源远流长，留下
了各个时代的文艺精品，成就了中国
文化的一座座高峰，所以文艺精品是
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标志。这三
个方面、三个维度用于不同门类的文
艺创作，都指向了作为新时代文艺发
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高度和水平。”

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寻找灵
感，聚焦人们容易忽略忽视的思考盲
区。“我们谈到文学经典时，首先应当
理解为语言的艺术，精品作品保持了
母语的活力，摆脱了流行的词章和惯
性思维，超越了我们的感知，用一种有
时候是反逻辑的、超常的话语方法，窥
视了存在的隐秘和人性的隐秘。”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孙郁说，鲁迅与汪曾祺都在北京生活
多年，他们总会发现我们遗忘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深深
植根在我们生活的土壤里，用巴金先
生 的 话 来 说 ，好 的 文 学 作 品 一 定 有

“诚”和“爱”，有大悲悯。

一部文艺精品，一定是具有不可
复制性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总
监沈晨表示，“人们对文艺精品的欣赏
是不受年代限制的，同时在不同文化
领域都具有研究的价值。”他总结了

“精彩、精心、精密、精妙”四个关键词：
“创作者要用精彩的内心去发现最绚
丽的色彩，经过精心挑选和打磨，精密
地完成创作的每一步过程。最后要有
精妙的一笔，也就是每一部作品最有
价值的灵感部分，起到画龙点睛的重
要作用。”用心去创作，用情去感悟，用
爱去描绘美好的生活，在沈晨看来，一
代代文艺工作者通过塑造经典，把中
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保留住。

近年来，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文
学精品层出不穷，比如作家梁晓声以
平民视角全景式展示中国社会发展进
程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天津作家王
松多年深入基层、扎根农村，创作出的
乡村振兴主题长篇小说《暖夏》；从主
旋律创作中找到新的视角和生机，写
出了新时代乡村巨变的河北作协主席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等等。不只文
学作品，近年来围绕着重大主题影视
创作也取得了非常多的亮点，《大江大

河》《山海情》《觉醒年代》《守岛人》《革
命者》《长津湖》等一大批优秀的影视
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成就、社会口碑还
是 市 场 效 益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不 俗 的
成绩。

“一部优秀的重大主题影视作品
如何打动人心，尤其打动年轻人，说到
底就是真心、真情、真感动。”导演张永
新谈到，当时《觉醒年代》播出后，观众
中 00 后、90 后的年轻人占比约在 67%
以上。在他看来，讲述 1915 年到 1921
年的党史题材的剧集，没有戏剧抢点
的故事却能够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
就是因为剧集的“真”，真情、真实。

导演黄建新说，重大主题影视创
作要有人民情怀，心里要装着普通人，
要找到跟普通人之间更深刻的关联，

“从《建国大业》到《我和我的祖国》，这
十几年重大主题影视创作上，一直都
在贯穿着这种人民情怀，尤其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之际，我们拍摄的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拍的几乎都是普通人的
故事。”他认为，重大主题影视创作距
离观众并不遥远，对于国家情感的表
达要让普通观众得到心灵的共振，才
能真正体现人民情怀。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8 月 3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联合主办
的“强国复兴有我”365 百姓故事汇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专场宣讲活动在省
人社厅成功举办。

此次专场宣讲活动是河北省人社系
统“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系列宣传
活动之一，按照创新方式、打造精品的原
则，邀请了5位宣讲员讲述他们真实的
感人经历，以“故事宣讲+视频展示”为主
要呈现形式，穿插契合主题的相关文艺
节目，生动展示了河北省人社系统解放

思想、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精彩的宣讲
活动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他们纷纷表
示，将向5位宣讲员学习，坚持为人民服
务，在人社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了解，365百姓故事汇是省委宣
传部历时十年精心打造的群众宣讲品
牌活动。2013 年以来，该品牌活动在
全省各地组织现场宣讲上万场次，3万
多名百姓故事宣讲员参与其中，一大批
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好故事在燕赵大
地广为传颂。

河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连 续 两 年 考 核 优 秀

365百姓故事汇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专场宣讲活动举办
5位宣讲员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故事

近日拍摄的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后的三河市东部
矿区。该市对 22 平方公
里的废弃矿山进行环境恢
复治理，增绿于山、还绿于
民。昔日的残山、断壁已
经披上了绿装，为将来发
展休闲康养生态旅游奠定
基础。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昔日废弃矿山

如今重焕生机
关注2022年高招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8 月 4
日，我省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
愿开始录取，共有 696 所院校 1219 个
专业（类）在这一批次招生。其中，历史
科目组合有 44所院校 91个专业（类），
物理科目组合有 43 所院校 101 个专业

（类），艺术、体育类有 609 所院校 1027
个专业（类）。

专科提前批包括普通类、艺术类、
体育类。普通类专科提前批包括有面
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等专
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
模式。设 1次集中填报志愿和 1次征集
志愿，每次可填报1所学校，每所学校设
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

艺术类专科提前批包括艺术类专
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

式。其中，使用河北省艺术统考或校际
联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实
行以“专业（类）+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
愿模式，1个“专业（类）+学校”为1个志
愿，设 1次集中填报志愿和 1次征集志
愿，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使用艺
术校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
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
1次集中填报志愿和1次征集志愿，每次
可填报 1所学校，每所学校设 6个专业
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

体育类专科提前批包括使用河北
省普通体育类专业考试成绩作为专业
成绩进行录取的体育类专科专业。实行
以“专业（类）+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
模式，1个“专业（类）+学校”为1个志愿。
设 1次集中填报志愿和 1次征集志愿，
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

按照录取工作安排，专科提前批录
取预计8月8日结束。

我省专科提前批录取开始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河北省气
象台预计，8月5日至7日，河北中南部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 34℃至 37℃，
局地可达 38℃，湿度大，天气闷热。4
日 16时 23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提示，预计 5 日白天，廊
坊、雄安新区、保定东部、沧州、石家庄
东部、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最
高气温可达37℃。

从天气情况看，8 月 5 日白天，唐
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
沧州、石家庄、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
郸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
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晴间
多云。5日夜间到6日，石家庄、衡水及

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保
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北
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6日夜
间到 7 日，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局
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
地区多云。

从气温情况看，8 月 4 日夜间到 5
日白天，北部设区市（张家口、承德、唐
山、秦皇岛）最高气温为 32℃至 37℃，
中南部设区市为 35℃至 37℃。5 日夜
间到6日白天，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
32℃至 35℃，中南部设区市为 33℃至
37℃。6 日夜间到 7 日白天，北部设区
市最高气温为 32℃至 36℃，中南部设
区市为33℃至36℃。

今起三天冀中南局地
最高气温可达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