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近日，

由廊坊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第

一场“廊坊—好故事之城”主题实

践活动展演暨“廊坊楷模·时代新

人”典型发布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本次活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廊坊市建市

30周年为主题，以“我的青春、我

的歌”为主线，选取5个廊坊人的

青春奋斗故事，通过主持人介绍、

播放事迹短片、宣讲员讲述、现场

嘉宾点评、嘉宾与观众打分等环

节，全面宣传展示故事主旨和人

物精神。展演当天首先举行了

“廊坊楷模·时代新人”赵德平先

进事迹发布活动。

燕赵楷模引领道德风尚

活动一开场，评剧《焦裕禄》

选段让现场的每个人深受感动。

观众为焦裕禄“不制服兰考的‘三

害’死不瞑目”的奋斗精神所折

服。而在廊坊，也有一位像焦裕

禄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就是

国家一级编剧、评剧版《焦裕禄》

的编导赵德平。

从临危受命接手即将解散的

县级评剧团，到家喻户晓带领团

队成为文化先锋，赵德平扎根泥

土、大胆改革、追求创新，把一个

县级小剧团打造成一个享誉全国

的地域名片、文化品牌，具有多个

文化业态的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鲜活生动地见证了我国基层艺术

院团改制发展的市场之路。

展演当天，主办方通过播放

赵德平先进事迹短片，采访评

剧团演职人员等环节发布了赵

德平的先进事迹。致敬词这样

写道：……从人民群众中来，用

人民群众自己的故事，镌刻时

代印记！到人民群众中去，圆

人民群众自己的梦想，留影美

好生活！与父老乡亲将心比

心，与人民群众喜乐相连，笔杆

下写的是人民的故事，舞台上

演的是人民的文艺。

“只要一写农民的事，我特别

兴奋，我是写农民、演农民、服务

农民。我喜欢农村，喜欢农民，喜

欢土地。”赵德平说，“做任何事都

首先想到党、国家和人民，大善与

大美永远是人们歌颂的主题，低

俗和空谈的作品只会被观众唾

弃，成为不了经典。”

滚烫故事传递时代精神

手捧滚烫故事，传递时代精

神！用心丈量新时代，用情怀讲

述好故事！

活动当天，第一位故事主人

公是“崇高信仰坚如磐石 献身革

命义无反顾”的陈然。他原名陈

崇德，香河县人，193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

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并

负责《挺进报》的秘密印刷工作。

陈然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坚

持斗争，写下了不朽的《我的“自

白”书》诗篇，1949年10月28日

在重庆大坪刑场壮烈牺牲，年仅

26岁。

《维和警察》的故事讲述了中

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

训中心讲师王晓静经过中国公安

部和联合国双重选拔，被派往联

合国塞浦路斯维和任务区执行任

务。面对各种风险，她没有退缩，

依然坚守岗位，维护缓冲区的安

全与稳定，保护平民生命安全，制

止违法犯罪。

《创新中国》的故事讲述人、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化工

专家李金来也是故事的主人公。

他2003年10月来到廊坊，加入

新奥集团后，带领研发团队投入

到能源技术开发当中，组织开展

了煤的催化气化、加氢气化、超临

界气化等煤制天然气技术，开展

了“泛能网”技术的创新，建成了

“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

室”，完成了 20 多项国家 863、

973等科技创新项目。

沧桑巨变印证社会发展

最后一个故事《我爱廊坊》有

些特别，3位讲述人都姓马。“小

马”马婧杰、“马哥”马利和“老马”

马贺年分别通过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述了廊坊的巨变。

马婧杰别出心裁用4个字概

括了廊坊的新景象——天地雄

“心”！

天，就是天上——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依托机场建设的临空

经济区，规划面积150平方公里，

其中三分之二在廊坊；地，就是地

面——都市生活圈。30年里，廊

坊先后建设了自然公园、瑞丰公

园等一大批公园，廊坊会展中心

等场馆承接了众多大型活动，万

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为市民消费

升级提供了新选择；雄，就是雄安

——国家级新区。回顾廊坊的路

网建设，没有哪个时期比得上近

年来的建设大提速，多条高速公

路直达雄安新区；“心”，就是芯片

——智慧科技。“大智移云”产业

的蓬勃兴起，拉近了廊坊跟世界

的距离，智能科技交融渗透，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有望掀起新一轮

产业变革。

据了解，“廊坊——好故事之

城”还将陆续举行6场展演活动，

现场讲述廊坊好故事。每场展演

也将发布一位“廊坊楷模·时代新

人”先进事迹，最后举行一场颁奖

盛典。

此次“廊坊—好故事之城”主

题实践活动，是廊坊市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载

体和重要品牌。活动以百姓故事

为源头，以电视艺术等多媒体合

作传播为路径，通过生动展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人民生

产生活的新变化和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廊坊人民昂扬

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持

续形成“人人争做好市民、处处

都有好故事、时时宣讲好故事”

的喜人局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大众化、普

及化、常态化，促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凝聚发展合力，为新时代加快建

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凝聚强大

精神动力。

“““““““““““““““““““““““““““““““近日，由廊坊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第一场“廊坊—好故事之城”主题实践活动
展演暨“廊坊楷模·时代新人”典型发布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廊坊市建市30周年为主题，以“我的青春、我的歌”为主线，选
取5个廊坊人的青春奋斗故事，全面宣传展示故事主旨和人物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路颖）安次区财政局通过加大培

训力度、加强督导宣传等多项举措，积极推进全区公

务卡制度改革。截至8月底，该局已激活办理公务卡

558张。

该局印发相关文件，为公务卡应用推广提供政策

依据。他们组织专题培训，规范公务卡使用环境和操

作规程，切实完善财务人员的审批报销程序，提高了办

事效率。该局不断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制定预

算单位公务卡改革进展情况月报制度，开展对预算单

位开卡、激活、报销金额的定期监控，确保在有效推进

改革进程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的监督作用。

“静沧廊”优秀书画
作品联展在大城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刘雅娜）近日，

由天津市静海区政协发起，大城

县、霸州市、文安县、青县、黄骅市

政协共同承办的优秀书画作品联

展在大城举行。此次书画展展出

的182幅作品题材广泛，技法多元，

从不同角度歌颂党和祖国、赞美家

乡，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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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春良）近日，三河市举行2019年

第二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会。当天，12个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48.32亿元，当年计划投资8.84亿元。

其中，产业类项目4个，基础设施项目8个。此次集中

开工项目涉及面广，质量较高，具有科技水平高、纳税

贡献大、外资实力强、环保工程优、惠民实事多等特点。

冀北廊坊供电公司
举行首届大象棋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李春宏 葛昌
秋）近日，国网冀北廊坊供电公司

举行了首届“我们的一盘棋”大象

棋大赛。比赛要求员工自己做棋

子、画棋盘。开棋前，对弈双方须

先介绍自家棋子的来历，制作经

过和寓意。只见棋子特色纷呈：

劳动工具、施工零件、废旧导线、

废报表和图纸、地方特色产品，样

样结合专业特点，诠释职业精神。

本报讯（记者孙泽恒）“家里

都挺好！”近日，见到大厂回族中

学扶贫干部何新的到来，大厂回

族自治县祁各庄镇窄坡村的徐

淑会高兴地把他迎进家门。

2018年，丈夫因病不幸去世

让这个因病致贫的家庭再遭打

击。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徐淑会

因行走困难，丧失了劳动能力。

而家中还有2个女儿需要照顾。

2018年7月，徐淑会在帮扶

单位的多方联系下，成功接受了

双腿的骨关节炎软骨膜替换手

术，恢复了行动能力。二女儿也

享受到了入学费用减免政策。

“为了尽快让徐淑会实现脱贫，

大厂回族中学制定了详细计划，

协助徐淑会先治好病，再就业，

最终实现真正脱贫。”何新告诉

记者：“今年，徐淑会家虽然已经

脱贫，但我们依然要履行扶贫职

责，定期了解家庭收入、健康医

疗等情况，防止返贫。”

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

该县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

统领，以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为施

策“靶向”，确保2019年剩余的

12户24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五重“防

贫保障网”，破解致贫返贫难

题。该县社会事务局副局长刘

盼介绍说：“我们通过建立防贫

预警机制，实施保险扶贫、防贫

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兜

底保障等措施，确保脱贫人口不

返贫，困难群众不入贫。”

工作中，该县对所有非建档

立卡低保对象、大病患者、重残

人员等重点帮扶群体家庭开展

全覆盖走访排查，摸排出2140余

名困难群众，并建立防贫预警台

账，进行动态监测管理。该县率

先在廊坊市实施保险扶贫，为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办理医疗

及意外保险，累计为贫困人口赔

付保险金1.05万元。为确保困

难边缘群体不入贫，他们由县财

政出资，第三方保险公司承保，

为全县1750名农村低保对象、特

困供养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困难

群体每人每年购买100元防贫保

险。同时，为进一步扩大防贫防

线，该县由重点人群向群体共享

转变，为全县9%的农村人口实

施了防贫保险，最大程度地为困

难群众保驾护航。

此外，该县对患有重特大疾

病的困难家庭实施医疗救助，每

年每例最高救助20万元，2018

年救助71人次，发放救助金353

万余元。他们根据困难群众家

庭情况、困难程度等实际，统筹

综合会诊识别，梯度衔接分层救

助，做到有困必救，不遗不漏，织

密织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

文安警方
4小时破获盗窃案

本报讯（通讯员吕海涛）近日，

文安县公安局苏桥派出所接张某

报警称：其家中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一部手机被盗。接报后，该所民警

立即展开走访排查，并锁定作案

人。接警不足4小时，民警在一家

网吧内发现一黑龙江籍男子刘某

某衣着、特征与该案作案人员相

符，随将其控制。经讯问，刘某某对

其入室盗窃笔记本电脑及手机并

将赃物藏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通讯员

邢亚南）霸州市胜芳

镇近日举办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文化活

动，祝福祖国。

9月28日，庆国庆

主题晚会在胜芳古镇

上演。晚会以歌曲、舞

蹈、戏曲、大合唱等形

式向祖国祝福。当天，

胜芳花会录制了“祝福

祖国”快闪活动，20道

花会、近千人参加。9

月 29 日——9 月 30

日，“千年古镇，魅力胜

芳”图片展正式亮相。

巨华小学300余师生

开展了“我和我的祖

国”主题活动。10月1

日上午，该镇举行了

“升国旗、宣誓词、祝福

祖国”活动。

胜
芳
举
办
系
列
活
动
祝
福
祖
国

本报讯（通讯员王卫国）近日，廊坊开发区梅花生

物普鲁兰多糖胶囊等1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52.4亿元，当年计划投资10.3亿元，盘活用地200余

亩、厂房3万平方米。这些项目具有新增占地少、投入

产出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特点，基本涵盖了

该开发区重点发展的4大集群产业。项目全部达产

后，预计年销售收入52.3亿元、纳税6.6亿元，年亩均纳

税超百万元。大厂织密五重防贫保障网

10个重点项目助力
廊坊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近日，记者在固安县欣赏了

一场光影艺术盛宴。走进中央公园水塘的火烈鸟光乐

园，如同来到了广袤无垠的非洲草原；步入中央公园草

坪的奇幻王国，仿佛走进了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仙境；光

幕集市上，固安的城市使者“固小安”热情迎接每一位

游客；路边的鼻烟壶雕塑里，遇见“固安八景”领略深厚

历史文化积淀……

本月，以“京南不夜城，欢乐固安行”为主题的

2019固安国际光影节将在固安产业新城盛装启帷。

届时，以中央大道为纵轴，南连中央公园广场，北接孔

雀大湖，贯通环湖路，共设置了23处光影节点。光感

城市、光影公园、光幕集市、光环瑰宝、光雕广场、光之

秀场、光之大湖……美轮美奂的光影艺术，将点亮“京

南固安”，打造京南文化旅游产业靓丽风景线，将成为

京南地区最为知名的文化旅游产业“夜游地”。

廊坊“好故事之城”主题展演启动

广阳区在广阳区在8888个区管村实施农村环卫市场化个区管村实施农村环卫市场化

运作运作，，由政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由政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委托环卫服务公委托环卫服务公

司承担垃圾清扫司承担垃圾清扫、、清运清运、、环卫人员聘用环卫人员聘用、、生活垃圾生活垃圾

处理等工作处理等工作。。图为环卫服务公司的环卫人员在清图为环卫服务公司的环卫人员在清

扫街道扫街道。。 贾珺贾珺 摄摄

安次区推进公务卡应用

“光影固安”
打造京南文旅新名片

本报讯（通讯员刘欣羽 郭淼）近日，永清县7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5.5亿元，当年计划投资7.1

亿元。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建

设经济强县的重要支撑，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实施一批质量高、带动强、效益好的项目集中开

工，推动全县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项目建设

对稳增长、稳投资的支撑作用，为全县经济发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

永清
以项目建设稳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赵永辉）近日，香河县举行今年第

二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会。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10项，总投资39.5亿元，当年计划投资4.2亿元。本次

集中开工的项目涉及商务服务、生物科技、高端制造、

民生保障、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该县省重

点项目已达4个，另有8个市重点项目。

讲好百姓故事 传递时代精神

↑近日，廊坊市委宣传部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

国庆快闪活动，现场组织“最美廊坊人”、道德模范、非

遗传承人、大中小学生、各界群众代表等1200余人，

激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 记者 祝雪娟 摄

↓廊坊市小学生在巨幅画卷上描

绘五星红旗、中国地图，表达对祖国的

崇高敬意。 记者 祝雪娟 摄

近日，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中心学校举办以“辉煌

70载，唱响新时代”为主题的大型歌咏比赛活动，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刘亮 邓常松 白万军 摄

香河省级重点项目达4个

三河12个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