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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正值农闲时

节，但在正定县塔元庄村

南、滹沱河北岸，却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推土机、

挖掘机、运输车来回穿梭，

起重机不停地挥舞着长长

的“手臂”,将一捆捆木材、

物料运送到指定地点，工人

们有的搭架子，有的支模

板，有的在屋顶上铺瓦……

在一栋刚具雏形的木

屋旁，正在现场督促施工的

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

平谈起村里的规划，抑制不

住兴奋：“这是我们村今年

重点打造的旅游民宿项目

——木屋小镇，共占地80

亩，计划建造50栋欧式风

格的木屋别墅，项目主体结

构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

外装修，建成后将为游客呈

现一个风景独特、资源丰

富、环境优美的慢生活休闲

体验区。”

塔元庄村西是美食街，

一排白墙黛瓦、飞檐翘角的

徽派建筑风格的小楼错落

有致地排列在街边，门楣上

一串串火红的灯笼随风摇

曳，将琳琅满目的各色牌匾

招牌映衬得煞是好看。现

在美食街已招募到全国各

地的特色美食50多家，百

尺杆水饺、兰州拉面、罐煨

肚包鸡、北京簋街小龙虾等

等，各地美食应有尽有。

美食街上有一家泰国

风味餐厅“泰泐”，尽管现在

是淡季，仍有不少顾客慕名

而来，多时一天有 30 多

人。餐厅负责人王沙坡是

一位来自西双版纳的哈尼

族姑娘。她说，这里傍水而

居、环境优美，非常符合泰

泐美食幽静的特色。村里

还给免一年的房租和水费，

有专人负责打扫街区环境

卫生，生活、做买卖都很方

便、舒适。“等村南的水上嘉

年华开业了，我们这里游客

会更多，餐厅生意肯定错不

了！”忙着布置新年装饰的

王沙坡充满希望地说，火红

的中国结映得她的笑脸格

外灿烂。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张秀娟）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2017年，全

省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实现增加值 24406.4 亿元，增长

7.0%，比同期全省生产总值增速快0.3个百分点；占全省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67.9%，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三产业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第一产

业民营经济增加值345.2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民营经

济增加值14105.2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民营经济增加

值9956.0亿元，增长11.4%。

全省民营经济完成出口总值26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全省民营经济实缴税金3125.9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所有类型民营经济实缴税金均呈增长态势。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全省民营经济实

现营业收入112867.3亿元，比上年增长8.2%；实现利润总

额8299.6亿元，增长9.7%。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稳步增长。截至去年12月底，全省

民营经济单位吸纳从业人员2204.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017年，支付工资总额5727.0亿元，增长6.3%。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2月10日上午,省委召开常

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党中央和

中央纪委关于给予张杰辉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省

委书记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东峰传达了中央纪委的

文件精神，大家逐一表态发言，

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张

杰辉的处分决定。一致认为，党

中央对张杰辉进行查处，再次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

鲜明态度，体现了党中央反腐败

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坚定

决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

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

上来，从张杰辉反面典型教材中

举一反三、汲取深刻教训，自觉

践行“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和捍

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

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党绝对

忠诚，坚决杜绝做“两面人”，用

全面从严治党的扎实成效自觉

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会议强调,要在全省深入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从政治上思想

上组织上作风上坚决彻底肃清

张杰辉恶劣影响，有效净化政治

生态。要把肃清张杰辉恶劣影

响与彻底肃清周本顺、杨崇勇等

恶劣影响结合起来，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教育警示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自觉锤炼

党性，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实施细则精神，管好自己，管好

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着力解决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从严治党不力等突出问题。要

积极配合中央巡视工作，对张杰

辉案涉及的人和事，要依法依纪

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始终保持反腐

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各级党组

织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切实加强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

和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强

化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各级党

委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和党委

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各级

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

级纪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责

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加

强党内监督。要加强巡视巡察

工作，以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

视为契机，推进全省巡视巡察

全覆盖，切实提高巡视巡察工

作质量和水平。要建立健全权

力监督制约机制，坚持正确用

人导向，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长效机制，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引向深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2月5日

至10日，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

省政府领导分组走访慰问了住石家庄

的原省委书记、副省级以上离退休老

同志及老同志家属、省军区正军职以

上离退休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

候和新春祝福。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峰，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慰

问了叶连松、杨泽江、郭志、吕传赞、

赵金铎、刘德旺、张振川，省委常委、

秘书长童建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

文陪同慰问。省委常委、省军区政

委韩晓东陪同慰问张振川。

省领导梁田庚慰问了白石、张群

生、李锋家属。袁桐利慰问了王祖武、

刘健生、赵铁练、李有成。梁惠玲慰问

了臧胜业、孙士彬、王建忠、刘瑞川、李

炳良家属。焦彦龙慰问了韩葆珍、白

润璋、王士昌、秦朝镇、刘英家属。董

仚生慰问了杨新农、陈慧、李月辉、刘

志启家属。邢国辉慰问了陈立友、郭

世昌、杨迁。高志立慰问了刘善祥、宋

叔华、陈秀芳、侯磊。韩晓东慰问了王

翰文。张古江慰问了吴野渡、李永进、

张震环、刘作田。徐建培慰问了宁全

福、张士儒、何少存、杜竟一、孔小均。

李谦慰问了周欣、王满秋、王幼辉。刘

凯慰问了吴振华、张润身、赵惠臣、杨

国春。夏延军慰问了冯文海、陈来立、

侯志奎。时清霜慰问了谢计来、赵文

鹤、崔江水。

每到一位老同志家中，省领导都

关切地询问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作

出的贡献，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并向他们介绍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奋力开创

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新局面的实践，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继

续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还叮嘱

有关部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干部

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

党中央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同志的

心坎上。

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省委、省政府工作，对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表示由衷高兴，对河北的明天充满信心，一致表

示将积极发挥余热，继续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为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

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张杰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决定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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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民营经济实现
增加值24406.4亿元

本报讯（石英杰 李艮春）2月10日下午，在狼

牙山文化博物馆院内，来自保定的100多位市民

推碾子推得满头大汗，随后又津津有味地参观了

该馆举办的贴窗花、闹花灯、逛庙会等民俗展览。

据悉，该馆推出的“年年赚年年棒年年高——推碾

子采糕面”年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京津冀游客。

当日下午，记者在博物馆大院看到，碾子、棒

子、笸箩、簸箕、精细箩等一应俱全，百十来名游

客聚拢在5台碾子前观看，大家推碾子不亦乐

乎。狼牙山文化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

除了红色展览和奇石展外，精心推出的民俗展让

很多游客大饱眼福。

在博物馆二楼，观看民俗展的游客如同置身

生活场景里，真人大小的蜡像形象逼真、表情丰

富。博物馆展示了传统的春节场景：大红春联书

写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下转第三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言必信、行必果”，2017年，河

钢塞尔维亚公司全年生产经营

创近年历史最好水平，成为中国

与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

一路”建设样板工程；入选

“2017 年中国企业全球化 50

强”“2017年‘一带一路’十大先

锋企业”两大榜单，成为国内唯

一入榜的钢铁企业……

契合国家战略，深耕“一带

一路”，目前河钢集团已经形成

了基于全球“营销服务、技术研

发、钢铁制造”三大平台的竞争

优势，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

提升，“世界的河钢”已经驶入了

发展快车道，成为中国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钢铁企业。

打造“一带一路”建
设典范

2017年11月30日，北京，

河钢德高“丝路能源钢铁公司

（简称 BRESCO）”项目在第八

届 国 际 资 本 峰 会 上 启 动 。

BRESCO项目旨在整合河钢与

德高公司的优势，引入全球战略

合作伙伴，把河钢德高由行业领

先的国际化营销服务商，打造成

为产品多元化的能源、大宗商品

贸易商和生产商，实现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协调配合。按照规

划，10年内河钢德高的年营业

额将从目前的60亿美元提高到

2000亿美元。

世界目光又一次聚焦河

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启动河

钢德高BRESCO项目，不仅仅是

一个商业合作，更成为一个互利

共赢的国际合作典范。”国际资本

峰会联合主席、中国商务部前副

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

永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于勇表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河钢更要成

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有力的

支持者，全力将BRESCO项目

打造成为支持我国企业加快“走

出去”的新平台。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加

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

加快“走出去”，成为众多企业的

必然选择。

在河钢塞尔维亚公司的项

目中，河钢明确“利益本地化、用

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的“三个

本地化”原则。河钢塞尔维亚公

司有员工5000多人，中方员工

常驻人员不过10人，日常生产

经营主要依靠当地员工。在此

基础上，河钢输入先进管理和技

术，配置全球优势资源，让钢厂

走上了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看到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

傲”的钢厂如今重现活力，武契

奇总统多次感谢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塞尔维

亚所做的一切。（下转第二版）

深耕“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化发展新格局
——河钢集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报道之三

□通讯员 杨海霞 孙学君 魏清源 记者 贾芳

本报讯（记者任俊鹏）2月10日，雄安新区管委会召开

专题学术性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专业研究机构、房产企

业、高等院校、金融机构的专家，为新区住房租赁制度建言

献策。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以住房租赁积分为切入，探索住

房租赁管理新模式。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雄

安新区将以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为抓手，以大数据监管平台

为依托，引入国内外知名房屋租赁管理机构，实施住房租赁

积分制度，规范租赁市场，引导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市场主体活力，导致资源配置失

衡、投机炒作、房地产价格上涨，易产生经济运行和金融风

险等问题。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必须着

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坚决不搞

土地财政，不走房地产主导的城市发展老路，努力探索城市

开发建设运营新模式，构建新的住房保障体系。

雄安新区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下转第三版）

雄安新区以积分为切入
探索住房租赁管理新模式

正定塔元庄：
人勤春来早 春来人更勤

□记者 烟成群 通讯员 刘志凌

随着农历春节的临近，固安县牛驼镇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举办了新春民俗文艺展演活

动，来自该镇11支演出队伍通过表演秧歌、腰鼓、舞蹈等传统民俗节目，为广大村民送上了一

场惠民文化大餐，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图为2月9日，演员在牛驼镇黄官营村文化广场表演

腰鼓舞。 记者 祝雪娟 通讯员 门丛硕 摄

狼牙山文博馆：年俗体验 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