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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5 日电
8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6 期《求

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脱贫攻坚战进

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

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统一思

想，抓好落实，一鼓作气，顽强

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

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文章指出，总的看，脱贫

攻坚成效是明显的：一是脱贫

摘帽有序推进；二是“两不

愁”总体实现；三是易地扶贫

搬迁建设任务即将完成；四是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

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

清醒认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第一类

是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实现的问题；第二类是工作

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第

三类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

问题。

文章指出，到2020年稳定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

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

接关系攻坚战质量。总的看，

“两不愁”基本解决了，“三保

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要

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

度，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

如期完成任务。

文章指出，脱贫攻坚战进

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打法要

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期的

全面推进有所区别，最要紧

的是防止松懈、防止滑坡。

一要强化责任落实；二要攻

克坚中之坚；三要认真整改

问题；四要提高脱贫质量；五

要稳定脱贫攻坚政策；六要

切实改进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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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市地处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域内

遍布着14家钢铁企业、6家焦

化企业、4家电力企业、2家水泥

企业，主城区周围分布着“5铁2

电1焦”，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都很罕见。即使这样，他们硬

是经过努力，在2018年荣获全

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先进县

（市、区）称号。

然而，污染并未彻底远去。

今年以来，武安空气环境质量综

合指数不降反升，不容乐观。为

换取蓝天常驻，该市“重炮”齐

发，合力攻坚：建立大气污染防

治联席会议制度，8个攻坚组对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市级领导每

周常态化带班夜查，层层传导环

保压力；出台精准防治措施，打

通监管“最后一公里”……他们

直面问题、背水一战，决心一微

克一微克地抠出蓝天，守护“武

安蓝”。

大气污染防治联席
会“实打实”

“各攻坚组组长汇报前一

日市级联席会议交办任务落实

情况，本部门自查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武安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大气污染防治联

席会第一召集人李之杰开门见

山直达主题。

“交运局G309国道南侧，

与永峰路连接匝道路面积存大

量泥土。”“武安镇店子村，大量

水泥板露天存放，环境脏乱差，

运输车辆带泥上路。”“一中示范

区城市广场施工不规范，扬尘严

重。”……

“我们将马上拿出整改方

案 。”“ 我 们 将 立 即 整 改 到

位。”……涉及部门、乡镇、工

业园区负责同志逐一汇报了当

天工作开展情况以及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大督查办、大气办

对照每个单位的问题台账逐个

比对、销号，没有丝毫含糊。

一问一答中，大气污染防治问

题整改工作的高效细致让人印

象深刻。

这是武安市8月6日晚7点

半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上的一

幕。为全面打赢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从8月1日开始，武安市

每天晚上7时30分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联席会日调度例会，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适时出席。

联席会每晚调度梳理各专项攻

坚组、相关部门重点任务落实情

况、市级督查组发现问题交办整

改情况，以及提交需市级层面协

调解决的重大问题。联席会下

设8个整治攻坚组、6个专项服

务组。

为确保大气污染防治联席

会成效，在网格化监管责任体

系、问题交办整改、从严追责问

责等方面，都出台了细化举措。

“坚决摒弃心存侥幸、蒙混过关

的幻想，杜绝松劲懈怠、敷衍塞

责，直面问题攻坚，推动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武安市市长强延

峰说。

环保夜查 不打招
呼见真章

进企业，奔车间，爬上高梯

查看环保设备运行情况；站在货

车呼啸而过的路口，检测重型柴

油车尾气是否达标；查看工地苫

盖等防尘措施是否到位……针

对每天21时至次日凌晨6时大

气污染数据比白天高 20%到

30%的情况，武安市持续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常态夜查行动。

7月30日22时，武安市委

书记魏雪生今年第49次踏上夜

查之路，在工业园区、第二污水

处理站、东二环北卡口等地突击

检查，直到凌晨才返程。

市域1806平方公里，分布

着14家钢铁企业、6家焦化企

业、4家电力企业、2家水泥企

业，主城区被“5铁2电1焦”环

绕，沉重的产业结构使武安大气

污染防治愈发艰巨。

“夜查行动就是通过领导带

头传递环保压力，推动部门严格

执法、严格管理，（下转第二版）

一微克一微克抠出蓝天来
——看武安市如何出重拳治污染

□通讯员 王海波 记者 马德明

本报讯（记者郭洪杰）8月14日，记者从张家口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将

新增一条铁路——太锡铁路，目前已进入前期筹备阶段。

据了解，新建的太锡铁路位于张家口市和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境内，大致呈南北走向。线路南起崇礼

铁路太子城站，途经张家口市崇礼区、张北县、沽源县、塞

北管理区，进入锡林郭勒盟境内正蓝旗、阿巴嘎旗，北迄

锡林浩特市，南端与在建崇礼铁路相接，北端与锡二线相

接，线路全长384.083公里，张家口市境内线路长132.96

公里。

太锡铁路项目共设车站16座，其中张家口市境内将新

建车站4座，分别为崇礼站、大囫囵站、沽源站、塞北管理区

站。该铁路将与锡多铁路、崇礼铁路、京张铁路，构成锡林

郭勒盟快速进京通道，预计2020年开工建设。

据介绍，太锡铁路的太子城至崇礼北段，是连接冬奥

会核心区和崇礼城区唯一的轨道交通设施，将为2022年冬

奥会提供重要的交通保障。

我省将新增一条铁路
连接冬奥会核心区

本报讯（记者刘潇）8月15

日上午，唐廊高速冀津界丰南主

线收费站开始拆除改造。

今年年底前，我省需要取消

省界收费站44个、省内主线站2

个，其中，京津冀之间共有省界

收费站19个。丰南主线收费站

是我省内拆除改造的首个省界

收费站，也是京津冀区域间拆除

改造的首个省界收费站。它的

拆除，标志着我省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拆除升级工程正式启动。

丰南主线收费站位于唐山

市丰南区，设18条收费车道，是

我省和天津市之间的重要通

道。该主线站的拆除工程涉及

18条收费车道、收费岛及基础

分阶段拆除等。拆除工程采取

不断交施工的方式，分两个阶段

进行。

目前正在进行第一阶段。

首先，拆除丰南主线收费站最南

侧部分收费大棚，对5条收费车

道进行收费岛拆除、路面改造、

交安设施施工等，留13条车道

正常进行收费。其次，待5条收

费车道改造完成可正常通车后，

对剩余的13条车道进行处理。

根据计划，丰南主线收费站将于

10月 31日前完成主线大棚拆

除、路面施工及交安设施施工，

具备主线通车条件。

今年12月底前，我省将完

成与交通运输部系统联调测试

和高速公路入口不停车称重检

测设施建设，具备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条件。按照交通运

输部统一部署和时间安排，全国

收费系统进行切换，我省将实现

省界不停车收费。明年1月1日

起，京津冀地区或将实现“不停

车收费”。

在潮白河畔的大厂产业新

城北部，有一座英伦风情的小镇

发展迅猛，这就是曾经获选全球

特色小镇范例的大厂影视小

镇。作为大厂文创产业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大厂影视小镇坚持

“孵化+产业化”双轮驱动发展

战略，以“影视+”为核心发展方

向，推动文化、科技、金融融合发

展，构建影视创意产业完整链条

和全新生态圈。目前，该小镇已

经签约入驻包括Base FX、世

纪汉唐、清华大学文创研究院、

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外顶级文

创企业100余家，覆盖影视产业

孵化、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宣发

交易等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全

产业链。

近年来，大厂回族自治县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文化旅游产业

发力并迅速崛起，积极占领京津

冀影视文创产业的新高地。凭

借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性的布

局，深度扎根文创产业，在助力

文创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坚持

以绿色发展为前提，构建以“创

新驱动”和“资本驱动”为核心的

产业体系，大力引进高端制造、

科创孵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

面打造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

打造中国影视人才
孵化摇篮

7 月 3 日，记者驱车来到

大厂影视小镇，路边一头憨态

可掬的绿色肥牛模仿着影视

巨星李小龙的武打动作，在小

镇入口处，大眼睛造型的雕塑

让人仿佛进入一个影视的梦

幻世界。

记者首先来到创世纪影视

学院，在排练教室，来自蒙古国

的舞蹈教师正在给学员们授

课。创世纪影视学院院长赵森

告诉记者，学院是入驻小镇的第

一家企业，选择落户大厂，首先

看中的就是这里离北京很近，同

时大厂有全方位的扶持政策。

学院目前主要开设编剧、导演、

制片、表演后期制作、影视化妆

等专业，实现了影视人才的全产

业培养与孵化，在艺考培训方

面，为北京电影学院等高等院校

输送了大批优秀学生。

“学院致力于国际间的影视

文化交流合作，今年，正值中蒙

建交7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些

中蒙影视文化交流活动，还邀请

蒙古国的艺术家到学院授课。”

赵森说，“自2018年9月起，学院

响应‘艺术进校园’号召，为大厂

四所小学义务教授表演、形体、

台词等课程，几个学校的孩子还

和蒙古国的艺术家进行了同台

演出。” （下转第二版）

大厂：双轮驱动 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集群
□记者 祝雪娟 孙泽恒

京津冀首个省界收费站拆除改造
明年1月1日起，京津冀地区或将实现“不停车收费”

8月14日，游客在邱县邱城镇一家红薯种植专

业合作社展厅选购红薯。

近年来，邱县在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利

用当地红薯种植优势，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管理模式，建立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链。目前，邱县建成优质红薯种植基地3万亩，带动

农民实现增收。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88月月1515日日，，唐廊高速冀津界丰南主线收费站开始拆除改造唐廊高速冀津界丰南主线收费站开始拆除改造。。 记者记者 刘潇刘潇 摄摄

创世纪影视学院的学员创世纪影视学院的学员正在排练正在排练。。 记者记者 祝雪娟祝雪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