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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在首个“中国

医师节”即将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长期以来，我国广

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

号召，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

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在疾病预防治疗、医学

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涌现出一大批医学

大家和人民好医生。

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传

染病威胁、抗击重大自

然灾害时，广大医务人

员临危不惧、义无反

顾、勇往直前、舍己救

人，赢得了全社会高度

赞誉。将每年8月19

日设立为“中国医师

节”，体现了党中央对

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

重视，对广大医务人员

优秀业绩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指出，各级

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

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

氛围。希望广大医务

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弘扬救

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

神，继往开来，再接再

厉，不断为增进人民健

康作出新贡献，为健康

中国建设谱写新篇章，

努力开创我国卫生健

康事业新局面。

8月17日上午，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

北京市海淀医院，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

国卫生健康工作者的

节日祝贺和亲切关怀，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并座谈。她

指出，设立“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医务人员的特殊

荣耀，希望大家以此为新起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修医德、行仁术，用优质的服务增进人民健康福

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让医务人员的劳动得到尊重、价值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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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 王成果 贡宪云）8月17日，

全省去产能调结构现场推进会

在唐山市召开。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会上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面抓好中

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定不移去产能，积极培育新动

能，加快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步

伐，扎实推动河北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勤主持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组观

摩了唐山市路北区边各寨区域

拆迁及路网建设项目、国丰钢铁

公司拆迁现场、国家火炬唐山机

器人特色产业基地孵化中心、航

天国轩（唐山）新能源基地项目

等。唐山市在去产能、调结构工

作中采取的有力举措和取得的

重要阶段性成效，令与会代表深

受启发、倍感鼓舞。大家一致表

示，要认真学习借鉴唐山市的先

进经验，以更大的决心力度、更

精准的政策和举措推进去产能、

调结构，确保如期完成各项任

务，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水平。

王东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我省去产能、调结构工

作，作出“坚决去、主动调、加快

转”的重要指示，对唐山提出“三

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的

重要要求，为我们化解过剩产

能、培育发展新动能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到，

去产能、调结构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必须作为践行“四个意识”、

落实“两个维护”、坚决当好首都

政治护城河的实际行动；具有深

远的战略性，必须作为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举措；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必

须作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高度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大工

作力度，实施集中攻坚，持续督

导问效，把去产能、调结构工作

不断引向深入。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目标引

领，扎实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省钢铁

去产能目标概括起来是实现“两

减、两降、四提高”。两减即钢铁

产能减少、钢铁企业减少，到

2020 年底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4000多万吨。两降即排放下

降、能耗下降，到2020年钢铁

企业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四提高即产业集中度明显提

高、装备水平大幅提高、中高端

产品比重提高、质量效益明显

提高。同时，要加快推进重点

行业去产能。到2020年，压减

退出水泥产能500万吨、平板

玻璃2300万重量箱、煤炭3000

万吨、焦炭1000万吨、火电150

万千瓦。 （下转第二版）

王东峰在全省去产能调结构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坚定不移去产能 积极培育新动能
扎实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许勤主持会议

自大名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为实施信息扶贫工程而开发的

“智慧大名”APP上线以来，贫

困户识别“零积压”、信息推送

“零距离”、对接帮扶“零障

碍”……该“APP”在畅通扶贫信

息、高效率管理扶贫队伍、实现国

家级贫困县到2018年底“脱贫摘

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精准服务 让贫困
户“一键”找到帮扶人

“您点击这个‘一键帮扶’

键，出现‘帮扶联系人’‘家庭医

生’两个选项。你点谁，电话就

打给谁了，不用再拨号，也不用

记他们的电话号码。”8月14日，

记者在大名县万堤镇廉山庄村

贫困户廉伍臣的家中，看到他正

跟扶贫队员学习如何使用“智慧

大名”APP。

这个村和其他村一样，年轻

人大都外出打工。廉伍臣今年

66岁，左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

不便。老伴患有心脏病、脑血

栓，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人。

村里居住的主要是老人，廉伍臣

是贫困户中年纪最小的了，他们

最担心的是有个急事却找不到

人。“智慧大名”APP解除了他

们的顾虑。

“除了一键求助功能，这个

APP还有扶贫政策板块，点击

一下，既出文字版还有语音播

报。”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张守

煜说。前一段时间生了一场大

病的贫困户廉可臣，需要从县医

院转到市医院做手术，他担心费

用太高，一直没有下决心转院。

后来，通过“扶贫政策”板块了解

到贫困户的大部分住院费用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报销时，才准备

到市医院就医。他使用“智慧大

名”APP上的“一键救助”功能，

拨通了张守煜的电话，张守煜带

领扶贫队员帮他跑办手续，最后

通过“合作医疗+大病救助+大

名县独有的第四重保险”组合方

式，把总共7.8万元的医疗费用

报销了6万多元。

张守煜介绍：“‘一键救助’

不但可以一键联系到帮扶责任

人和家庭签约医生，也可在‘求

助需求’栏中进行留言，负责后

台检测的工作人员在看到留言

的第一时间，会联系相关负责人

针对问题进行帮扶。”

大名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张胜利介绍，他们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同中国移动公司合作，

为全县所有贫困户每户发放了一

部手机服务终端，每月充值18

元，贫困户可以有300分钟通话

和1G数据流量，完全能够满足贫

困户的需求。 （下转第四版）

盛唐时期，高僧玄奘法师

沿着古丝绸之路，西去天竺（印

度）求取真经；今天，总部位于

曲周县的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沿着“一带一路”，

西去印度找寻辣椒原料基地并

投资建厂，演绎出一幕现代版

“丝路取经”记。

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感

慨地说，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走出去”战

略，利用当地原料优势及资本市

场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

源、整合资源，炫亮“中国红”。

继晨光印度工厂、晨光赞比亚

工厂之后，还将加快在欧洲、美

洲的战略布局与发展步伐。

“晨光”照亮印度
员工满意笑脸

坎曼，印度南部特楞伽纳

邦的一座小城，旱季雨量稀少、

气候炎热。一家来自中国投资

的工厂——晨光生物科技（印

度）有限公司就坐落于此。

公司所在村穆迪贡达村村

民纳米西一建厂就来上班，如

今已被培养成一名装载机司

机。目前他每月工资2.5万卢

比（约合2500元人民币），生活

幸福。“我非常愿意来晨光工

作，这是一家外资企业，经营、

管理都非常正规，靠得住。”说

起这些，纳米西咧开嘴乐了。

摩托车，在印度当地算是

一个大件，一般人买不起。“想

去贷款买摩托车，银行要求必

须得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在印

度晨光公司工作两年后，纳米

西通过银行贷款购得一辆摩托

车，生活、工作更加方便了。粗

略统计，印度晨光公司直接带

动当地近300人就业。

2010年，晨光生物已经做

到了世界辣椒红色素产销量的

老大。为什么“走出去”在印度

投资建厂？卢庆国解释道：“在

全球范围内发展原料基地、找

寻适合提取的原料资源，是我

们公司降低成本的一个很关键

的因素。”

原印度晨光公司经理助理

陈晓伟，全程参与了印度晨光

公司前期调研、筹建工作。在

前期市场调研中，他相中了一

种叫“TEJIA”的印度辣椒。辣

度高达800的“TEJIA”辣椒，

辣素含量比河南三樱椒高出5

倍左右，是提取辣素很理想的

原料。“印度中南部，每到旱季，

白天的气温能接近50℃。头

顶着烈日，我和同事花书杰从

田间地头到集市货栈，一个村

庄一个村庄，一个市场一个市

场，寻找‘TEJIA’辣椒主产

地。从孟买到贡土尔，再到胡

布里，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用

脚丈量了印度中南部20多个地

区 ，最 终 我 们 打 听 出 来 ，

‘TEJIA’辣椒最集中的产区，原

来在印度特楞伽纳邦的坎曼。”

陈晓伟心中充满了苦辣酸甜。

坎曼，虽然不是印度最大

的辣椒市场，但“TEJIA”辣椒

的交易量却占了全印度的六成

以上。

“外国人在印度建厂，除了

政府同意，还需要当地原住民

同意。在印度每一个村庄都有

一个自治机构——长老会，凡

是涉及村里的公共事务，长老

会的话语权甚至比政府还管

用。”陈晓伟说。

一边兑现环保承诺，一边

招收当地员工；一边联系椒农

收购辣椒，一边给当地警察局、

学校捐图书电脑；一边给工厂

所在地村子打井，一边为村

民的生活设施提供必要的援

助……印度晨光公司筹建员

工通过努力，（下转第四版）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记者一线行

开发信息扶贫“APP”——

精准扶贫路上的大名“智慧”
□记者 郑建卫 见习记者 刘志琳

晨光生物 炫亮“中国红”
□记者 吴新光

▲

晨光生物公司研发中心

工作人员利用高科技设备进行

高精度测定。 吴新光 摄

▲▲印度晨光公司收购辣

椒以质论价。

印度籍员工纳米西正在熟练地操作装载机往车间生产线

运送辣椒原料。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②】】

本报讯（记者张欣）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7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我省在原有针对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政策的基础上，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对当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

有河北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实行一次性救助。

据了解，救助对象为建档立卡家庭（含脱贫享受政策家

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

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烈士子女，家庭遭遇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特殊情况导致入学

困难的学生。由学生本人向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部门

提出申请，县新生入学资助工作评议小组审核公示后确定

资助对象和救助金额，救助标准为每人2000至3000元。

我省启动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入学专项救助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

本报讯（记者胥文燕 刘澜澜 通讯员张娜）8月17日下

午，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市（含

定州、辛集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

部有关成员单位全力做好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带来的强降

雨和大风应对工作。

通知指出，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温比亚”外围环流

影响，预计8月18日至20日，我省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

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唐山、秦皇岛有中到大雨，局地

有暴雨到大暴雨，降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

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沿岸海域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偏

东风。由于前期降雨较多，全省多条河流已出现涨水过程，多

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已达到或接近

饱和，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不断加大。各地各单位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大工作力度，严格压实各项责任，确保

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到位，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

做好台风“温比亚”影响应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