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7 年 9 月17 日 星期日 丁酉年七月廿七 今日4 版 总第 09027 期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孙杰、闫起磊）这是攸
关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关键之战，也是事关河
北经济转型成败的攻坚之战：

压减钢铁产能 2980 万吨、全面清理取缔“地条
钢”、关停首批 16 台火电机组……今年上半年，河
北去产能“减法”不停。

服务业对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60% 以上、装备
制造对工业增长贡献率接近 80%、战略新兴产业
增速持续快于传统产业……上半年，河北调结构
“加法”也不断。

一“加”一“减”之间，河北正大力突破以钢铁
为典型代表的过剩产能“重围”，稳步走上“加快
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新路。

铁心去“钢” 打响去产能“当头炮”

“心疼，但也是断臂求生。”每当走过拆除高炉
留下的废墟，武安市烘熔钢铁公司董事长刘景河

都会心生感慨。在钢铁市场回暖之际，他们按照政
府去产能要求，拆掉 1 座 620 立方米的高炉，化解
炼铁产能 65 万吨。

去年以来，钢铁市场逐步回暖。今年上半年，
河北省钢材平均价格更是全线上涨，高位运行，
钢价一度创四年来新高。然而也正是在今年上半
年，河北继续强力压减钢铁产能 2980 万吨，进度
明显快于往年。

不因市场回暖而放慢节奏，不因困难加重而
减弱力度，不因影响税收而动摇决心。“十三五”期
间，河北承担的钢铁压减量占全国任务的三分之
一，煤炭产能退出约占省内现有产能的一半。面对
艰巨任务，河北变“要我去”为“我要去”，尤其把
“去钢”作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当头
炮”，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

2000 年以来，河北钢铁产业一度快速扩张，
逐步成为“第一支柱”和“看家吃饭”的产业。但同
时也出现了项目盲目上马、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

问题。
“去产能既是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内在要

求，也是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河北省
委、省政府清醒认识到，河北产业结构偏重、发展
方式粗放，传统的老路已经彻底走不通，必须大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走加快转型、绿
色发展、跨越提升新路。

巧用“两手” 打出去产能“组合拳”

石家庄市平山县敬业钢铁公司的一座 450 立
方米的高炉，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河北不少要拆
掉的钢铁装备，拿到省外甚至国外去，都能算得上
是优势装备。”一位业界人士坦言，产能去到“深水
区”，去谁不去谁？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考验政
府智慧。

“去产能涉及多方利益，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命
令，而是要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打好组合拳。”

河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在推进去产能过
程中，河北探索出市场、法治、行政等多维度、常
态化去产能推进机制。

河北制定了环保、能耗、水耗、技术、质
量、安全等 6 类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
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去产能优先考虑因素，
实施全国最严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明确了各地和重点企业水耗、能耗和钢
铁产能总量指标，以此为“天花板”倒逼产能
交易。

今年 6 月，在河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经
过来自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多家企业 313
次轮番竞价，河北省内 58 家关闭退出煤矿的
1138 万吨产能指标，以平均每万吨 181 . 01 万
元的价格成功交易。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办公
室主任李博说：“这一全国首创的交易方式既
能满足购方指标需求，也能为河北去产能筹集
资金。” （下转 3 版）

河北：力破“钢铁之围”，稳步转型新路

新华社上海 9 月 16 日电(记者张晓松)2017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 16 日在上海西郊
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
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并参观网络安全博
览会暨网络安全成就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
发展同步推进，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作
为网络安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刘云山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准确把握时代潮流，立足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
实践，围绕什么是网络强国、怎样建设网络强国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指导我国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取得重大成就。要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导网络安全实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网络发展道路，增强维护国
家网络安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刘云山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要持之以恒抓好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和技能
培训，用好网络安全宣传周这个平台，大力宣传普
及网络安全知识，扩大覆盖面、提高影响力，使网络
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要扎实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
设，深入宣传贯彻网络安全法，坚持依法管网治网，
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未成年人上网
保护力度，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
益。要加快网络安全人才培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
政策，形成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良性循环的生动局面。

刘云山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

网络安全责任制，履行好本地区本部门网络
安全的主体责任。各有关方面要各负其责、发
挥优势，协同推进网络安全工作。互联网企业
要强化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在维护网络安
全中发挥应有作用。广大网民要坚持依法上
网、文明上网，做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积极践
行者。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
网络文化，发展和壮大网上正能量，让网络空
间进一步清朗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参
加有关活动。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将举行网络安全博览
会暨网络安全成就展、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
以及网络安全主题日活动。

刘云山在 2017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为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新华社太原 9 月 16 日电(记者于振海、魏飚)
过去，山西人是望着高速路上满载轿车的运输车
辆从娘子关外驶来；如今，山西人看到了本地生产
的新能源轿车源源不断行驶出娘子关。

随着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新
能源轿车下线，山西结束没有轿车生产的历史。而
这背后是一个因为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投资项目
起死回生的故事。

从“晒着太阳等”到“摸着月亮干”

一排排自动化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汽车零部件焊接、涂装到总装、交检，各个环节机
械手臂和工人完美配合；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流
水线缓缓下来……位于山西晋中市的山西新能源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生产线上热火朝天。
100 辆、350 辆、420 辆……今年 4 月，经过升

级改造后的汽车生产线正式运营后，新能源汽车
日产量不断攀升，市场需求也供不应求。

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
车生产项目的投产之路却一波三折，甚至一度濒
临撤资窘境。

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东
说，这个项目 2010 年被晋中作为重大战略项目引
进。2011 年企业在山西注册公司时，生产资质等
手续一直没有及时批下来。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算是一个“黑户”，尽管地占了，但是没法
投产，更谈不上后续投资。“这个生产基地成了吉
利汽车在全国 9 个基地中投资周期最长、生产效
率最低的工厂。”刘玉东说。

近两年，山西营商“软环境”的改变，给企业带
来了转机。精细化的“保姆式”服务，为项目建设扫
清了障碍。刘玉东指着一座正在建设的厂房说，如
果营商环境不变，这里还只是“晒太阳”的地皮。一
切步入正轨，企业夜以继日生产，预计到今年 11
月，汽车日生产能力将达到 600 辆，跃居公司 9 个
生产基地前列。

从“门难进”到“倒插门”

今年 2 月，晋中市在山西省率先成立服务企
业办公室，办公室由科技、国土、发改、经信等多个
部门组成，根据企业需要对接服务，减少很多环
节，已经为包括吉利汽车在内的多家企业解决了
60 多个问题。

晋中市经信委干部王广生是晋中选派的千
名入企开展帮扶的干部之一，他和另外 3 人组
成政府服务团队，专人蹲点山西新能源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为新能源汽车项目推进提供一对
一的服务。

从“坐等审批”到“上门服务”给企业节省了
大量时间。刘玉东对此感受强烈。他举例说，新
上设备的仪表必须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才
能使用。按照正常程序，企业 2200 多个仪表需
要送检，有的仪表还要拆卸再送检，如果遇上检
测企业多，还需要排队等待，整个周期至少要耗
费四五个月。不过，这次政府没按常理出牌，经
过服务企业办公室协调，质监部门工作人员上
门在生产线上进行检测，十几天完成了检测，开
工投产提前了几个月。 （下转 3 版）

山西营商“软环境”之变给企业带来转机，“保姆式”服务为项目建设清障

政府“门难进”变“倒插门”，投资项目起死回生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6 日电 (记者
史竞男)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中央电
视台联合制作的
六集电视纪录片

《辉煌中国》，将于
近日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晚间
黄金时间播出。全
片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为
脉络，全面反映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

据介绍，《辉煌
中国》8 个摄制组
历时 3 个月，走遍
全国 31 个省区市，
拍摄了近 3200 个
小时的高清纪实素
材、300 多个小时
的航拍素材，采访
了 108 位人物，记
录下众多珍贵的历
史瞬间。通过壮观
震撼的大规模航拍
现场、生动鲜活的
百姓生活现场、激
动人心的生产一线
现场，呈现出“大美
中国、大爱中国、龙
腾虎跃、蒸蒸日上”
的动人场景，展示
出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下，全国各族人
民砥砺奋进、真抓
实干，取得了历史
性巨大成就；展示
出中国人民更多的
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自豪感；展示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创作上，该片采用“内容众筹”的创新
方式，搭建创作平台，面向全国征集五年来百
姓眼中的成就故事、百姓身边的巨大变化，由
百姓自己讲述精彩“中国故事”，众筹案例线
索、照片、短视频等逾万条。从创作阶段开始，
就形成全民参与、全民互动、全民拍摄、全民
接力的“讲辉煌”、“赞辉煌”的互动传播。

此外，据介绍，该片原创主题歌《新的天
地》展现了中国新景象，歌词朗朗上口，旋律
抒情悠扬，不仅与全片总基调相得益彰，更使
全片主题得到升华。

该片主创人员表示，在党的十九大即将
召开之际，希望这部纪录片的推出，进一步鼓
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踏上新征程、再创新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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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讲堂”

江西万年县基层宣讲方
言快板齐上阵，地点根据群
众集中程度“随地”而定，把
党的关怀与声音传递到各个
角落

九月的秋风轻抚过稻穗，樟树下村民正
在喝茶闲谈。

“晚一点就没位置咯！”江西万年县史桥
村的齐玉生一路小跑，催促着老伴兴冲冲地
赶往田间樟树下即将开场的“民心讲堂”。

近年来，万年县创办“民心讲堂”，组建一
支由党政干部、新乡贤、民间艺人等组成的专
业宣讲队伍，用方言、鲜活事例、民间艺术形
式，让专家讲理论，让干部传政策，让民间艺
人和志愿群众弘扬社会新风尚，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

宣讲地点根据基层群众集中程度“随地”

而定，从田间地头到大街小巷，从民间戏台到
学校课堂。宣讲员们利用农忙、课余等间隙，把
党的关怀与声音传递到万年县的各个角落。

“农民种田加现金，残废老人有照顾，中
国遍地大楼房，楼房红旗又飘扬……”69 岁
的民间艺人彭兴榜在“民心讲堂”用快板奏
唱其自编的“歌曲”———《种田赚大钱》。台下
群众不时跟着哼唱，不时热烈鼓掌。

为了使宣讲内容便于群众接受，“民心讲
堂”鼓励群众自编理论歌曲，并以广场舞、腰
鼓队、串堂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
式展现出来。

说起“民心讲堂”带来的变化，齐玉生颇
有感触：“原来有些人经常会抱怨这不好那不
好，现在身边抱怨的人少了。”

不仅仅是齐玉生，基层干部也明显感
觉到群众对政策越来越理解与支持。“不论
是秀美乡村建设还是宅基地改革相关工
作，通过宣讲给大家讲清楚后，大家普遍能
理解，工作也好推动。”史桥村村委会村委
史柏节说。 (记者林浩)

据新华社南昌电

几辈人的“下山梦”，终于
要在王玉云身上成真了。

王玉云一家世代居住的王
府沟村，因传说不知哪个朝代
有一位王爷曾来此避难而得
名。这个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
古浪县古丰乡的小村落横卧在
山脊上，从上往下看，一条条沟
壑，把塬坡分割得七零八碎。住
在这里的人住土房、吃窖水，经
营着几亩薄田。

下山是王玉云的梦想。自
年轻时候起，“什么时候能搬到
山下”就被他时时挂在嘴边，“有
块平地盖座房子，不用大，容得
下两铺炕就行。”山高路远，老父
亲因受不得山路折腾，不愿下
山治病，在山里耗尽生命。

下山的愿望从父亲去世后
变得更加迫切。

2015 年，王玉云 50 岁。这
一年，王玉云生活的古浪县把
他纳入了易地扶贫搬迁的计划
里。移民点不仅通水通电，还有
学校、幼儿园、村卫生室和文化
广场，比王玉云脑中“容下两铺
炕”的地方好太多了。次年，王
玉云就领到了一栋独院的房
子，外带一座养殖暖棚和 5 亩
水浇地。

2012 年到 2016 年，古浪
县先后开工建设 12 个移民点、
9 个移民新村，整村整组搬迁
山区群众 3 . 6 万人。移民区不
仅配套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还同步建成了蔬菜大棚、
养殖暖棚，让搬下来的山区农
民通过现代设施农牧业脱贫致
富，斩断了穷根。

王玉云们的迁出也为他们
生活过的高山区减轻了压力。山区生态原本脆弱，
粗放的种养加剧盘剥着脆弱的生态，人们的迁徙
减少了人畜对山区林草植被的破坏。当地政府在
移民搬迁后，对迁出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王府沟
村搬迁后所有土地封山还草、恢复生态的工作已
经启动。

据测算，到 2017 年底，武威市从大山中迁出
的移民将达到 10 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随
着走出大山，将逐渐摆脱贫瘠困顿的生活。

(记者王博、姜伟超) 新华社兰州 9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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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赤门乡西
马村贫困户叶向前（左
二）在家中收到纪委干
部送来的被侵占的造福
工程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7000 元。

今年以来，福建省
南平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围绕脱贫攻坚目标开
展精准监督，通过入户
访查、专项巡察等方式，
收集问题线索，严肃查
处挪用、截留、克扣专项
扶贫资金等违纪违法行
为，并将追缴的违纪款
及时清退给群众。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扶贫款

分毫不许

“滴漏”

再看中国西北角

位于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自古以来就是古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如今，百年口岸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西陲百年口岸展新姿
9 月 15 日，辽宁边防总队沈阳边防检查站官兵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参观。近日，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勿忘“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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