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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德主持座谈会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9 月 10 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
省委召开座谈会，听取教师代表
意见建议，研究推动教育发展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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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
以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和教育强省建设，为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省委
副书记赵一德主持座谈会，副省
长徐建培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王成
果）9 月 9 日，省长许勤到衡水调
研检查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
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部署，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做好市域主导产业和县
域特色产业振兴文章，不断提升
发展的质量效益，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许勤先后考察了冀州区医
疗器械产业园、河北烨和祥新材
料公司、中湖国际数字产业新城
项目，并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座谈
会，与市县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衡

座谈会上，来自河北经贸大
学、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
口市第一中学、石家庄市第二十
八中学、沧州市海兴县特殊教育
学校、
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
唐
山市第四幼儿园、河北艺术职业
学院、
涿州市职教中心、
河北师范
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中医学
院等学校的教师代表先后发言，
汇报了在教育工作中的感悟和思
考，围绕进一步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王东峰代表省委向全省教师表
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

指出，长期以来，奋战在教育战
线的园丁们立足本职，辛勤付
出，倾注大爱，奉献社会，为教育
事业改革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当前，我省正处于历史
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推动
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顺利
实施，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离不开教育支撑和人才保
障。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
教师及教育工作者都要从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认识教育事业发
展的重大意义，更加卓有成效地
抓好教育工作，推动我省由教育

大省向教育强省迈进。
王东峰对进一步做好教育
工作提出五点希望。一要坚持
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自觉践行“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扎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做到融会贯通、知
行合一，引导学生坚定政治立
场，把握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二要坚持问题导
向，认真开展主题教育。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

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根
本任务和总要求，紧密结合学校
和教育工作实际，加强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着力解
决面临的突出问题。三要坚持
立德树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思想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强化爱国之心、强
国之志、报国之行。四要坚持改
革创新，
（下转第三版）

许勤到衡水调研检查

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加快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水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
发展。他说，
省委、
省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坚决去、
主
动调、
加快转”
重要指示，
树牢
“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围绕高质量发展谋篇
布局，
大力实施工业转型升级、
科
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
系列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
“万企转
型”
行动，
推动存量优化、增量优
质，新旧动能转换迈出坚实步

伐，必须持之以恒走下去，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
要指示落地生根、
造福人民。
许勤充分肯定了衡水产业
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衡水
经济发展有特色、潜力大，要紧

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进一步
增强调结构促转型的危机感、
紧迫感，敢想敢干，敢闯敢试，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突
破。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开
展主题教育，
（下转第四版）

酿酒高粱
映红致富路

许勤到衡水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省建设
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报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
争 做 新 时 代﹃ 四 有 ﹄好 老 师

王东峰在教师节座谈会上强调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
者王成果）教师节即将到
来之际，9 月 9 日，省长许
勤到衡水看望慰问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他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办
学正确政治方向，教育报
国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
命，争做新时代有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
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衡水市第四中学是全
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全
国特色办学先进学校。许
勤来到学校操场，观看足
球训练课，走进教学楼参
观“ 平 语 近 人 进 校 园 ”展
室，对学校创新举措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的做法表示高
度赞赏。许勤来到教研室
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代
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
记王东峰，向全省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
的祝福，对大家在平凡岗
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表示感谢。他说，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
大家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入教学和管理全过程，
坚持立德树人、以德立学，
努力培养大批德才兼备、
担当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要营造全社
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
从教、热心从教，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创新发明教
育基地，办学改革经验曾在全省推广。许勤详细了解混合
所有制办学、创新创业等情况，参观衡智众创大厦。在由
该学院园林专业老师创立的工作室，他与师生们一起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
回信，深切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关爱农村、
（下转第三版）

全国首家“羊绒博物馆”
清河开馆

9 月 4 日，农民操作收割
机在阜城县崔家庙镇红高粱
种植基地收割酿酒高粱（无
人机拍摄）。
近年来，阜城县在县域
产业扶贫过程中，以推动农
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结合
当地酒企对酿酒高粱的市场
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
进抗旱、抗病虫害优质高粱
品种，采取“农户+专业合作
社+企业”模式，引导农民发
展酿酒高粱种植，有效带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见习记者段维佳 通讯员王军）9
月 10 日，第 26 届中国·清河国际羊绒及绒毛制品交易会期
间，全国首家以羊绒为主题的纺织类博物馆——中国羊绒
博物馆在清河县举行开馆仪式。
据了解，中国羊绒博物馆收藏羊绒服饰、纺织机械、文
物典籍等数百件，并展示了实地拍摄的大量相关图片资
料，将羊绒始生、羊绒简史、羊绒百科、羊绒工艺一一展示，
归纳梳理六千年世界羊绒产业发展史和清河 40 年来羊绒
发展历程。羊绒博物馆采用声光电、3D 全息投影等现代化
科技手段结合油画、版画、实景再现等传统表现手法，展现
羊绒产业的发展脉络，发掘羊绒文化的独特内涵，可谓是
世界羊绒的大百科全书，向外界充分展示了清河作为中国
羊绒之都的创新精神和历史承担，标志着清河在羊绒历史
的发掘、羊绒文化的传播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雄安新区：锚定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新时代答卷
□新华社记者 曹国厂 黄玥 高博

了，空气清新呼吸顺畅了，多年不见的
小蜥蜴、野兔越来越多。以前从没见过
的山鸡，现在‘千年秀林’里也很常见。”
“千年秀林”生机盎然，蝉噪鸟鸣；白
雄安新区容城县高小王村 50 岁村民高
洋淀水天一色，鸥鹭齐飞。
建勋说。
近日，记者循着总书记考察的足迹
高建勋以前在邯郸市打工，目前是
回访，深深感受到未来之城日新月异，雄
雄安新区“千年秀林”护林员，月薪 3000
安新区干部群众干劲十足。他们表示， 元。春秋造林季，像他这样的当地造林
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努力打造高质量发
护林员有近 5 万名。
展的标杆。
1 月 1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千年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区域，
打好蓝绿交织底色
察看林木长势，登上秀林驿站二层平台
建清新明亮水城共融之城
远眺林区全貌，同当地护林员代表亲切
“ 现 在 树 越 来 越 多 ，天 蓝 了 ，鸟 多
交流。

重温嘱托看变化

“ 总 书 记 说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晴雨表”
，被喻为
“华北之肾”
。
山，雄安新区就要靠这样的生态环境来
在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习近平
体现价值、增加吸引力。”雄安集团生态
总书记回想起选址的考虑：
“ 当时选址
公司部门负责人李海林说，
“ 千年秀林” 在这，就是考虑要保护白洋淀，而非损
工程自 2017 年 11 月启动至今，已完成新
害白洋淀。城与淀应该是相互辉映、相
造林 17 万余亩，栽植苗木 1200 多万株。
得益彰。”
如今，登上秀林驿站二层平台远眺，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海梅
油松、栾树、银杏、国槐等组成的大片丛
说，2018 年以来，针对白洋淀治理，雄安
林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根据规划，未
新区开展了
“走遍雄安”
，
地毯式排查摸清
来雄安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其中
污染底数；持续推进“洗脸工程”，清理白
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40％，森林面积约 86
洋淀入淀河流两岸和新区三县村庄各类
万亩。
垃圾；
开展白洋淀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和白
“千年秀林”和白洋淀构成雄安的蓝
洋淀流域环境污染状况大排查等行动。
绿底色。白洋淀是华北地区的“空调器”
（下转第二版）

中秋临近，永清县永清镇的“桂香园”加紧赶制手
工月饼，为当地百姓献上中秋传统美食。据了解，
“桂
香园”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已有 20 余年，月饼皮薄松脆，
风味独特，深受当地群众青睐。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