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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中央和国家机关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

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
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
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
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
表率，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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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涉黑涉恶线索举报
中心 举报电话：0319-3270215，
电子邮箱：shceddz@126.com，邮政
信箱：邢台市邮政信箱116-1号。

邢台市公安局“扫黑办” 举报
电话：0319- 2618110，电子邮箱：
xingtaisaohei@163.com，通 信 地
址：邢台市桥西区邢州大道3060
号，邮编：054000，邢台市公安局

“扫黑办”收。
桥西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

中心 举报电话：0319-3272007、

0319-2020091，电子邮箱：qxqshb@
163.com、xtqxgadhb@tom.com，邮
政信箱：邢台市邮政信箱101号。

桥东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
中心 举报电话：0319-3270118、
0319-3661966（传 真），电 子 邮
箱：xtqdshjb@163.com，邮政信箱：
邢台市邮政信箱018号。

邢台县涉黑涉恶线索举报
中心 举报电话：0319-3663325，
电子邮箱：xtxshce@163.com，邮政
信箱：邢台县邮政信箱888号。

邢台市市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本报记者 武健 通讯员 贺相佳

近日，广宗县与沧州市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签订劳务输出
暨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
据协议内容，沧州市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有限公司将为广宗县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出国务工服务的
机会和帮助，并确保每年收入不低
于10万元。

为了让更多贫困人口了解当前
扶贫的好政策、好项目，广宗县87
支驻村扶贫工作队近千名党员干部
已奔赴扶贫一线，加班加点走村串
户考察村情，宣讲政策，沟通信
息，并因村制策，确保扶贫工作真

正落到实处。
广宗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目前还有43个贫困村尚未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667 人。

“面对如期实现脱贫摘帽任务目标，
我们要迎着困难上，正视问题、正
视差距，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翻身一
跃，用实际成果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高质量高标准答卷。”县委书记高
福纯认为，干好工作首先要纠正工
作作风上的不良风气，尤其是清除
掉个别干部中突出存在的“慵、
懒、散、拖、呆、懦、贪”等不良
倾向，在全县上下形成比着干的干
事创业氛围。

为此，广宗同时出台了 《扶

贫脱贫百日攻坚活动方案》《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实
施方案》 和 《生态环境保护百日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按时间节点
总结评估，严格兑现奖惩，通过

“三场阵地攻坚”拉练干部队伍，
推动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
干，实现干好工作和锻炼干部

“双赢”。
目前，“脱贫攻坚擂台赛”已在

广宗县全面开展，擂台赛将通过定
期述职评比的方式，比责任担当、
比干部作风、比方法措施、比精神
状态、比群众认可。根据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安排，10月份
之前，该县将分别开展环京津、珠

三角、长三角集中招商帮谈等活
动。在生态环境保护百日攻坚上，
全县将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水
污染治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
改善环境质量。

“三场阵地攻坚”的实施，逼出
了工作进度和速度，逼出了干部队
伍的新作为、新气象。据统计，
广宗县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已完
成 44 个村的脱贫攻坚任务，贫困
村占比由 26.7%降为 20.19%。该县
自 5 月份开展“亮点榜”评比以
来，全县81%政务服务实现了“最
多跑一次”，超过年初制定目标11个
百分点。

广宗:“三场阵地攻坚”拉练干部队伍

7月 10 日，河北红星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在对“闪闪X2”红星汽
车进行评审检测。

近年来，河北红星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紧紧围绕我市

“两汽一拖”发展战略，着
力实施“智能制造、智才集
聚、智慧企业”三智工程，
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新行态”，先后研发了
多款新能源车型。近日，又
在北京面向全国发布了新一
代智能纯电动四驱微型
SUV产品“闪闪X2”。

（黄涛 樊严涛 摄）

邢台市政协原副主席田学武
同志，因病于2018年6月4日在邢
逝世，享年93岁。

田学武同志，天津静海县人，
1925年9月出生，1944年6月参加
工作，任静海县政府文印员、中心小
学校长、书店经理；1946年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任天津
专区新华书店经理；1952年10月，任
峰峰市新华书店经理；1956年6月，
任邯郸日报编委委员，1959年1月，
任邯郸日报副总编，邢台日报副总
编；1967年至 1969年，“文化大革
命”中受到迫害；1969年11月，插队
落户住到干校；1972年2月，恢复工
作，任邢台地委党校副校长；1974年
3月，任太行中学支书、革委会主任；

1976年3月，任邢台市文办主任；
1977年8月，任邢台市委办公室主
任、秘书长；1981年9月，任市革委副
主任；1982年9月，任邢台市副市
长；1983年7月，任邢台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1986年4月至1993年3
月，任邢台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
员会副主席；1993年12月离休。

田学武同志具有坚定的政治
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即使文化
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依然坚定不移
拥护党的领导。恢复工作后，恪尽
职守，鞠躬尽瘁，服务于邢台建设
发展。他讲党性、顾大局，胸怀宽
广，公道正派，淡泊名利，生活俭
朴，体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崇
高品格和高尚情怀。

田学武同志因病逝世

本报记者 高敏

巴掌大小的木梭犹如一叶轻
舟，牵引棉线在几百对经线间来回
快速移动，纬线每完成一次穿梭，
机杼上就会传来嵌扣木框撞击而生
的美妙声响。

我市历史上就有种棉织布的习
俗。目前，在广大农村，40岁以上
的妇女大都会纺线织布。相比工业
产品，利用古老手工艺织出的粗
布，手感佳，透气好，无静电，很
耐用。因为线粗纹深，整个布面上
形成了无数凹凸点，这“天生”的
特质，能对皮肤起到按摩作用。但
是，传统的纹样不为年轻一代喜欢。

如何将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通
过现代化工业生产发扬光大，而又
不失其传统特色和独特韵味，是手
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普遍遇到的难题。对于老粗布来
说，在保持其独特质地的同时，让
产品适应现代审美需求，是生产需
要攻克的一道难关。

在威县，老纺车粗布制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庆海告诉记者，他们
在前人的技艺基础上，不断汇集刺
绣、绘画、书法等多种工艺，丰富
了老粗布纺织技艺，纺织别花技术
由对样数线法提升到称样挑线法，
将纺织由单一色彩增加到色彩多
样，从视觉上变得更加美观、逼

真，形成独特风格。他们采用“通
经断纬”法，织出可以两面观赏作
品，正反图案相互映照，花色一致。

在平乡，为了让老粗布花型在
传统的基础上更有时代感，让它
达到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的完美
结合，1985 年出生的黄晓请来美
术学院大学生，专门设计老粗布
花型、产品样式。此外，黄晓还
联系深加工公司，将自己的老粗
布加工成汽车坐垫等产品，丰富
老粗布产品品种。

在巨鹿，成立了由老粗布机改
造专家、民间老粗布布花型设计专
家、植物染料染线专家、品牌营销
策划师组成的合作社队伍，使每件
产品都能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和实
用价值，不论在外包装上还是内在
质量上都是别具匠心的组合。

为提高产品竞争力，有些老
粗布合作社还引进电脑制图等新
工艺，增加老粗布的花样品种。
技艺上的不断创新让老粗布愈加

受 市 场 的 欢 迎 。 产 品 卖 到 了 北
京 、 上 海和深圳，并远销欧美及
日、韩等国家。

老粗布凭借纯棉质地、手工织
造、民间工艺等特质，越来越受人
们的青睐。农民瞄准老粗布走俏市
场的商机，把家里闲置多年的老织
布机派上用场，有的还添置了新机
器。目前，我市已有“七夕乞巧”

“老纺车”“巧媳妇”等十几个有一
定知名度的手织布品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威县有纺
织作坊20余家，从业人员达到4万
多人。巨鹿县有6家手织布专营公
司，带动巨鹿县9个乡镇、128个村
庄、5000多名农民的参与。还在平
乡、广宗、南宫、南和等地分别成
立了合作社分社，带动1万多名农村
剩余劳动力从事老粗布加工，年生
产 400 万米手织布，产值达到 1.2
亿，人均年收入达到五六千元。沙
河市老粗布遍布全市 10 个乡镇、
200多个村庄，共8000个农户广泛
参与，解决了2万多名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业问题。

为推动这一富民惠民产业科学、
有序、快速发展，我市将手织布作为
三大文化产业之一， （下转第二版)

老粗布织出新风采

中共邢台市委农工委（市政府农办）主办

实施产业兴农实施产业兴农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

红星：

研发新车型
打造“新行态”

本报讯（记者张文学） 7月
12日晚，市委书记王会勇专程到
市防汛指挥部， 检 查 指 导 13
日—14 日的强降雨天气应对防
范工作。他强调，各级防汛指
挥部要高度重视，迅速进入状
态，积极主动做好强降雨天气
过程应对防范工作，确保不发
生人员伤亡和大的财产损失。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
副市长胡仁彩，市委秘书长宋洪
修一同检查指导。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冷空气
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13日
早晨至14日夜间，我市有明显降
水天气过程，最强降雨时段可能
出现在13日白天到夜间，局地可
能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过程雨量为50—80
毫米，局地80—120毫米，个别
地点可达120毫米以上，最大小
时雨量可能在30—50毫米。

在市防汛指挥部，王会勇分
别听取了市防汛办、气象局、水
文局、城管局有关情况汇报，详
细了解了水库、河道及城区防汛
准备情况，并通过视频系统随机
抽查了部分县市区值班值守和应
对工作安排情况，对重点县市强
降雨应对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和
具体要求。

王会勇指出，这次强降雨
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市最大
的一次降水过程。省委、省政
府对做好强降雨天气应对工作
高度重视。各级防汛指挥部要
站在践行“四个意识”的高
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切实加强分析研判，迅速
行动起来，周密安排部署，积
极主动做好应对工作。各成员
单位要密切会商，科学决策，
及时预警，有效应对，确保工
作万无一失，确保不发生人员
伤亡和大的财产损失。

王会勇要求，要进一步完
善防汛指挥系统，确保信息畅
通、指挥高效。要加强重点区
域、部位和单位防范工作，特别是对地质灾害点和学校、医院、敬老院、
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防汛要求，确保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要加大对大中型水库、主要河道等重点水利工程的排查力度，
对各项防汛设备要加强检修，确保隐患排查整治到位、防汛设备正常运
转、抢险物资和抢险队伍充足。要以建筑工地、地道桥、河道、深基坑等
为重点，切实抓好重点县市和主城区应对工作。

王会勇强调，雨情汛情就是命令，必须进一步严明纪律。市防汛指挥部
各主要成员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主要领导汛期原则上不准请假外出。同
时，要强调工作纪律，加强检查督导，确保24小时有人值班值守，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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