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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
高效组织体系，建立使命驱动、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
体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要以更大勇气加快
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坚持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
抓服务的定位

■ 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

场。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
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
兜底，确保居民、农业、公用事业等用电价格相对稳定

■ 要在中小学校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把政治标

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

创新体系化能力。要遵循电力市场运行规
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
计，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
互济和优化配置，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
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
教育的根本保证，要在中小学校建立党组
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把政治标准和政治
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
面，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
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
贯彻落实。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
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要支持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好发挥科技
资源和制度创新优势，开展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
（下转第二版）

河北省备战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暨第六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启动
王东峰王正谱作出批示
本报讯 11 月 24 日，河北省备战冬
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暨第六届“冰雪河
北 快乐你我”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启幕。
启动仪式上，
宣读了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东峰，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王
正谱就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天我省备战筹办工作作出的批示。
王东峰在批示中强调，举办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重要
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

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
的重要契机。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
时 100 天，标志着北京冬残奥会进入全
力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全面落实“四个办奥”理念和“简约、
安全、精彩”办赛要求，胸怀“ 国之大
者”，强化使命担当，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冬残奥会备战筹办工作，不断提升河

北冰雪运动和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水
平，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贡献河北力量。希望全体参训残
疾 人 运 动 员 、教 练 员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夺金计划，科学
训练，顽强拼搏，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投身冬残奥会，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以优异成绩为国家和人民增光添彩。
王正谱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冬残奥
会已进入倒计时 100 天。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
以拼搏奋进的
精神状态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冬残奥会我省各项筹办工
作。希望我省残疾人运动员、
教练员，
继
续发扬我省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全国
残运会备战参赛中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
挑战极限的精神，
盯紧夺金目标，
聚焦实
战、
安全训练、
科学备战，
（下转第四版）

柏坡岭上奏响
“奋进曲”
□记者 孙文宾 张超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但寒冷并没
有阻挡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镇广大干
部群众学习和干事创业的热情。上党
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编制
多项规划推动乡村振兴……在新时代
“赶考”路上，一曲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
的
“奋进曲”
正在柏坡岭上奏响。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
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
”现在，
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
“
”西柏坡是
‘两
个务必’
诞生地、
‘赶考’
出发地，
是党中央
解放全中国的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
”
11 月 21 日，平山县委党校的讲师
来到西柏坡镇政府，开展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宣讲活动现场，
平山县委党校校务委员、高级讲师史永
芹结合西柏坡红色革命历史、乡村振兴
等内容，向镇里的党员干部宣讲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宝贵历
史经验，让大家从历史中产生共鸣，感
受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把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到基层党员干部
心中。
课上干货满满，课后热议不断。整
场宣讲深入浅出、生动感人，西柏坡镇
的党员干部倍感振奋，深受教育和启
发。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上
来，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围绕
平山县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村庄建设得更
美，让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
“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课，让我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和辉煌成就，内容十分振奋人心，令我
倍受鼓舞。”听完宣讲后，西柏坡镇政府
干部续沛沛说，
（下转第二版）

平山县委党校讲师的精彩宣讲引发全场热烈
掌声。
记者 张超 摄

百年葡藤
“焕”新芽
□记者 高航 乔娅

蹲点调研·再访C形带②
初冬时节，在距离北京 100 多公里
的张家口涿鹿县温泉屯镇，数万亩葡萄
已经采摘结束、装箱入库，农户们正忙
着将葡萄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温泉屯镇地处怀涿盆地，位于北
纬 39°葡萄种植黄金带上，温泉屯人
世代以种植葡萄为生。这里产的龙

眼 葡 萄 粒 大 、皮 薄 ，含 糖 量 高 达 26
度，被誉为“北国明珠”。在温泉屯镇
外虎沟村，有近 200 亩百年以上的老
藤葡萄。
侯桂兵是土生土长的外虎沟村人，
从 20 多岁起就从事葡萄种植，近年还
组建了葡萄专业合作社。2015 年前
后，国内葡萄酒市场经历了滑坡阶段，
龙眼葡萄种植受到很大冲击，很多村民
开始砍伐葡萄树改种粮食。侯桂兵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自己流转农民
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
的葡萄树，保留下这些饱经风霜的“植
流转乡亲们的葡萄树后，侯桂兵
物宝库”。
决定先从提高葡萄品质抓起，把产量
“2015 年，我承包了百年葡萄园， 降下来，同时全
这里有 20 多亩葡萄，每棵葡萄树都有
程施用生物菌
百年树龄，整个园区年产葡萄 2 万公斤
肥，让老藤葡萄
左右。”侯桂兵引领记者来到园区的“葡
成 为 有 机 食
萄王”前，
“ 你们看，这就是园区树龄最
品。经过 3 年多
大的葡萄树，有 300 多年历史，这棵树
的摸索和培育，
上结出来的果子不仅味道好，还吸引了 （下转第四版）

王正谱在秦皇岛市调研检查

■ 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1 月 24 日下
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三
年攻坚方案（2021－2023 年）》、
《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
责制的意见（试行）》、
《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
《关于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
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
干措施》。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开展科技
体制改革攻坚，目的是从体制机制上增强
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突出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锚定目
标、精准发力、早见成效，加快建立保障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提升科技

王东峰在张家口市崇礼区调研检查时强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加快港口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全力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精心组织测试赛和全力筹办好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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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11 月 22 日，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张家口
市崇礼区调研检查。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孙春兰副总理在
张家口赛区考察冬奥会筹办工
作时的讲话要求，精心组织测试
赛，全力筹办好冬奥会，确保国
家大事在河北落地见效。
当前，距离冬奥会开幕只剩
下 70 多天，在张家口赛区举行
的国际测试赛已拉开帷幕，各项
筹办工作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王东峰首先来到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实地察看重点场馆建设工
作。王东峰指出，要认真对照赛
事要求，统筹考虑赛后利用，进
一步优化场馆功能，精心抓好设
施完善工作，努力建设国际一流
的冰雪运动场馆。要持续提升
周边环境质量，扎实推进绿化、
美化、亮化、净化工程，促进场馆
与周边环境融合，打造张家口赛
区亮丽名片。
雪后的张家口赛区冬奥村，
沉浸在静谧的冰雪世界中。王
东峰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疫情防
控、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王东
峰强调，要始终把疫情防控放在
重中之重位置，严格落实北京冬
奥组委各项防控措施，认真实施
分区分级分类闭环管理，确保涉
奥人员在住宿、餐饮、交通和参
赛中的安全，坚决防止出现聚集
性疫情。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
工作，进一步健全冬奥村内基础
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商业
服务设施，加强对服务人员和志
愿者的培训，努力为涉奥人员提
供安全舒适环境。
随 后 ，王 东 峰 来 到 国 宾 山
庄，详细察看冬奥会配套酒店建
设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摸清涉
奥人员总数、配套酒店及房间总
数，精心细致做好住宿安排工作，确保人房相适。要强化安全意
识，对配套酒店实行闭环管理，在酒店入口全面设置红外线自动体
温检测设备，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要强化环保检测，做好水电
气讯暖等设施调试，确保安全稳定运行。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尹翠莉）
11 月 24 日，代省长王正谱在秦皇岛
市调研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九届十
四次全会部署，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港口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全力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
王正谱来到河北港口集团西海
港航海中心、六公司翻车机作业车
间、九公司码头、调度指挥中心等
处，实地检查港口运营、产业转型、
电煤保供等工作。他指出，推动港
口转型升级，关乎能源运输布局优
化和城市未来发展，秦皇岛市和港
口集团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加快推进绿色港口、智能
港口建设，对标国际一流，大力发展
航海旅游、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努
力建设国际知名旅游港和现代综合
贸易港。要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统筹谋划好港区及周边的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城
市品质。要抓好电煤保供，强化产
运需衔接，提升装载通航效率，确保
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
燕山大学是河北省人民政府、
教
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局四方共建的全国重点大
学。王正谱走进校园参观校史陈列
馆，
了解学校历史沿革、
学科建设、
人
才培养等情况，
到高压科学中心与直
接联系服务的专家、
中科院院士田永
君教授深入交流，
了解科学技术研发
情况。他充分肯定学校改革发展取
得的重要成绩，希望燕山大学始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下转第二版）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