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石家庄5月9日电（记者
高博 郭雅茹）吴桥杂技、井陉拉
花、河北梆子……9日，伴随着一个
个富有河北特色的文艺演出，北京
世园会“河北日”活动拉开了序幕。

本次“河北日”以“绿色家园，美
丽河北”为活动主题。来到河北园入
口，映入眼帘的是由柏坡黄石拼成
的山丘造型，象征着巍峨的太行山。
拾级而上，油松、八棱海棠等树木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

占地 4350 平方米的河北园栽
植了近200种特色植物。河北省林
业和草原局花卉管理中心主任马建
波表示，河北园通过园艺手法展现
了秋实太行、白洋淀风光、雄伟长
城、冰雪冬奥、雄安新区建设等河北
元素，形成了缤纷花径、花岛寻趣、
花韵流芳、雅林山邑等美景，处处体
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贯穿展园的是精心布设的七彩
花径。沿着小径，便来到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主题展区。在这里，以白色抽
象廊架比拟冬奥会雪上运动项目赛
道，色彩艳丽的滑雪运动员造型增
添了景观趣味，成片的松林巧妙营
造出动静相宜的效果。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四个
办奥理念在崇礼正在落地生根。
2018年，河北省重点打造崇礼冬奥

赛事核心区、京张赛场连接线绿化
等一批精品亮点工程，完成601万亩
营林造林任务。今年将继续深入贯
彻“绿色办奥”理念，加快赛区周边
造林绿化，确保到2022年张家口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50%，崇礼赛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70%。

在河北园，一尊象征雄安腾飞
的雕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
念。不远处有一水清见底的小湖，周
围以荷花、芦苇等白洋淀水生植物为
底色，它是白洋淀的缩影，名为“镜
池”。雄安腾飞和白洋淀风光景观交
相辉映，展现出雄安新区“蓝绿交织、
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布局。

蓝绿是“未来之城”雄安的底
色，根据规划，雄安未来蓝绿空间占
比稳定在70%。未建城先播绿，“千
年大计”从“千年秀林”开篇。自新区
设立以来，“千年秀林”工程已造林
11万亩、植树1100万株。2019年，雄
安新区将新造林20万亩。未来新区
森林覆盖率将由现在的11%提高到
40%。

雄安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
境综合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
个有水纳污坑塘全部完成治理；强
化133家涉水企业监管，严格整改提
高标准，不达标的全部停产整改。

一个树绿、淀蓝的美丽雄安，正

从蓝图走向现实。今年年初，一个令
人喜悦的消息传来：2018年白洋淀
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实现“双下
降”，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5.16%、45.45%。

河北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和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近年来，河
北加快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
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凤
庭表示，河北围绕京津冀生态环境
支撑区的战略定位持续发力，全力
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
林、太行山绿化等国家林业重点工
程。去年河北省完成营造林987万
亩，占全年计划的107.7%。2019年将
完成营造林1000万亩。

近年来，河北加快结构调整，坚
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执行更加严
格的环保、能耗、水耗等标准。2018
年，河北省超额完成六大行业年度
去产能任务，共压减退出炼钢产能
1230万吨、煤炭1401万吨、水泥313
万吨、平板玻璃810万重量箱、焦炭
517万吨、火电55万千瓦。

燕赵大地正通过一条条实实在
在的措施，实现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2018年，河北省蓝天保卫战取
得明显成效：全省平均优良天数为
208天，空气质量为6年来最好。

绿色家园 美丽河北
——京畿重地河北加快转型助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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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4月25日无人机拍摄的雄安新区白洋淀。
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毗邻京津，东临渤海，近年来努力打造首都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全面保护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加快营造良好人居环境。
2016年，河北唐山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历时171天的唐山世园会，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500多万人次，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此次世园

会首次利用采煤沉降地，不占用一分耕地举办，通过举办世园会，南湖公园由一个以提供绿量为主的生态公园，发展为功能完善的城市公共空间，变身为独具
魅力的“城市会客厅”，成为推动唐山城市转型的新引擎。

5月9日，北京世园会“河北省日”活动拉开序幕。山川林木葱郁、大地遍染绿色、河湖鱼翔浅底……绘就一幅燕赵大地生态之美的画卷。 （新华社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长春5月9日电（记者
刘硕）在吉林省扶余市，提起梁士英
的名字，不少人都能或多或少讲出这
位特等功臣当年的英勇事迹。

1948年10月，年仅26岁的年轻战
士梁士英在总攻锦州的战斗中，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顶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的
碉堡，为战友向前推进清除了障碍。

梁士英，1922年生于吉林省扶余
县（今扶余市）。出身贫苦的梁士英13
岁就给地主放牛，当长工，深切体会到
旧社会的苦难。东北光复后，梁士英怀
着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中国的渴
望，于1946年 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4师 15
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同一年冬天，他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在攻打昌图和彰武的战
斗中，他因作战勇敢，先后两次立功。
1948年9月，梁士英随部南下北宁线，

参加解放锦州作战，被派到尖刀连8
连2排5班当战斗组长。

10月14日上午，总攻锦州的战斗
打响了。8连扫除外围障碍后，迅速突
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梁士英首先登城，
一个人用十几颗手榴弹击退了一个连
敌人的反扑。

当部队向敌第二道防线冲击时，
紧靠铁路旁的一座敌暗堡里两挺重机
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几个爆破组上
去都没能把它摧毁。关键时刻，梁士英
主动向连长请战。得到批准后，他提起
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艰难地爬行
到敌堡下，将拉开导火索的爆破筒塞
进碉堡里。然而当他转身正要离开时，
爆破筒又被敌人推了出来。梁士英毫
不犹豫地俯身上前，用自己的身躯死
死地顶住了就要爆炸的爆破筒。随着

“轰”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毁，梁士英
的生命定格在26岁。

战后，梁士英所在师党委给他追
记三大功，授予“特等功臣”光荣称号，
5班被命名为“梁士英班”。

梁士英：舍身炸敌堡 英名永流传

新华社成都5月9日电（记者
谢佼）中国中铁科学研究院9日在成
都公布，现任中国中铁科研院研究员、
副总经理严金秀北京时间5月8日在
意大利当选为新一届国际隧道与地下
空间协会主席，这是中国隧道专家在
该国际学术组织中首次当选主席。

据介绍，作为隧道与地下工程专
业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隧道和地下

空间协会（ITA）具有重要学术地位，
为非营利性非政府国际组织。

在隧道行业从业30余年的严金
秀是国内知名的隧道专家，获评过“全
国三八红旗手”。她1999年加入国际
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历任执委、副主
席、主席，曾先后代表协会在欧洲、南
美、中东、东南亚等地的国际会议做主
题报告。

我国隧道女专家严金秀

当选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主席

5月9日，北京世园会“河北日”活动拉开了序幕。
本次“河北日”以“绿色家园，美丽河北”为活动主

题。占地4350平方米的河北园栽植了近200种特色
植物。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花卉管理中心主任马建波
表示，河北园通过园艺手法展现了秋实太行、白洋淀
风光、雄伟长城、冰雪冬奥、雄安新区建设等河北元
素，形成了缤纷花径、花岛寻趣、花韵流芳、雅林山邑
等美景，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关注北京世园会“河北省日”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9日表示，中国国民党
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
事长洪秀柱将率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
一行，于5月 12日至 15日来北京参
访。两岸各界人士将就两岸关系和民
族未来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对话协
商，深入交换意见。

马晓光指出，今年1月2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
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我们将与岛内各界有识
之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共创两岸关系美好未
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光。

洪秀柱将率台湾各界
人士代表团来京参访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8 日电
（记者高攀 熊茂伶） 美国全国
零售商联合会、信息技术产业协
会、化学委员会、大豆协会等众
多行业协会近日纷纷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政府拟于 5 月 10 日将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
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
副会长戴维·弗伦奇在声明中说，
加征关税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的征税，美国政府在通知不到一
周的时间内突然上调关税将严重
伤害美国企业。弗伦奇表示，如果
美国政府落实关税威胁，美国消
费者将面临更高成本，美国就业
也将面临损失。

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发表声

明说，提高关税意味着对百万美
国家庭征税，还将引发对美国农
民的进一步反制措施和危及国内
就业。该协会希望美国政府与中
国成功达成协议，“对日常商品提
高关税的交易对美国中产家庭而
言是失败的”。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亚洲
政策高级主任娜奥米·威尔逊
说，加征关税只会继续损害美国
消费者和各类企业，以及威胁美
国经济增长和创新领导力。在当
前谈判阶段威胁加征关税不利于
美中双方在解决长期复杂问题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

美国化学委员会会长凯尔·
杜利说：“我们开始看到（加征）
关税扰乱供应链、切断市场、削

弱美国化学制造业竞争力的迹
象。”该协会敦促美国政府本周与
中方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放弃
加征关税。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戴维·斯
蒂芬斯说：“对于现在的关税争
端，我们需要积极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斯
蒂芬斯表示，考虑到大豆价格低
迷和今年9月收获期前大豆未售
库存翻番的预期，美国业界迫切
需要中国市场。该协会敦促美国
政府暂停加征关税，并迅速与中
国完成贸易谈判。

美国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在声
明中表示，正如美国政府过去一
年关税措施所显示的，加征关税
是对美国人的额外税收负担；加
征关税带来的高成本都将传导给
美国消费者，伤害美国家庭、工
人、企业和整体经济。

代表美国 150 多家贸易协会
的游说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
地”也发表声明说，过去 10 个
月，美国人一直为贸易摩擦的全
部成本埋单；突然上调关税只会
惩罚美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
声明指出，近期的估算显示将关
税上调至 25%会损害近 100 万个
美国就业岗位，并加大金融市场
动荡。

美行业协会反对美政府对华升级关税措施
加征关税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征税。
提高关税意味着对百万美国家庭征税。
加征关税只会威胁美国经济增长和创新

领导力。
加征关税将会伤害美国家庭、工人、企业

和整体经济。

据新华社杭州5月9日电（记者
黄筱 吴帅帅）据悉，9日在浙江宁
波余姚开幕的第六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暨智能经济人才峰会上已有28个项
目签约，总投资超120亿元。这些项目
聚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核心技术领
先、创新带动强劲，对推动产业转型、
助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峰会的展览展示平台全面展示
了机器人行业的高精尖技术产品与
前沿研发成果，共聚集了近80家最

具代表性的知名机器人、智能制造企
业参展，展品涵盖工业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和机器人核心零
部件等领域。

本届峰会还举办了多场对接会
与企业家论坛，推动了学术与应用对
接，企业与应用市场对接，智能制造
集成商与改造企业对接，资本与人
才、项目对接，前沿技术信息与专业
团队对接，产业人才、应用人才与需
求企业对接。

第六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2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超120亿元

成都获世界运动会举办权
9日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2019年全会上，
成都获得2025年世界运动会举办权，
成为中国大陆首个举办这项赛事的城市。

美对伊朗钢铁等进行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发表声明，

宣布签署行政令，对伊朗的铁、钢、
铝、铜等产业进行制裁。

特朗普在声明中说，上述被制裁
产业是伊朗政府除石油外的最大出
口收入来源，此举将进一步强化美国
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他同时表示期
待有一天能与伊朗领导人会面，商讨
制订新的协议。

委政府逮捕议会副主席
委内瑞拉议会第一副主席、反对党

人士桑布拉诺因参与未遂军事政变，8
日遭委情报局人员逮捕。同一天，委内
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讲话中指责“美
国人将拉美默认为自己的后院”。

当天，委议会主席瓜伊多证实
桑布拉诺被捕，指责委政府“绑架”
了他的助手，并企图破坏委议会的正
常运转。

桑布拉诺是委反对党控制的议
会第一副主席并担任议会主要发言
人，也是主要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
副主席。

（均据新华社）

文说天下

生态中国生态中国··燕赵碧波赛江南燕赵碧波赛江南

（上接第一版）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化为引
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科学规划、突
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
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打造大
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
旅游带。

《规划纲要》明确，要按照“河
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
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
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六大高地
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
力的空间格局框架，并根据大运河文
化影响力，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
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
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
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构
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布
局和规划分区。

《规划纲要》以专门章节突出强
调，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
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
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
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这3个
层次深入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外
延，突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
值，以此统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工作。
《规划纲要》从强化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
调、创新保护传承利用机制等6个方
面着手，分6个章节阐述各方面重点
工作、重点任务和重要措施，并提出
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河道水系资源条
件改善、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文化旅
游融合提升4项工程，以及精品线路
和统一品牌、运河文化高地繁荣兴盛
2项行动。

为保障各项工作的推进实施，
《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健全体
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信心，
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
工作抓实抓好。要强化组织实施，建
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
机制，负责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规
划纲要》 实施，大运河沿线 8 省
（市）是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的主体，各县（市、区）承担各项
任务落实的直接责任，中央各相关部
门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

《规划纲要》 还从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法律保障、抓好督促评估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明确了重点
任务的部门分工，以保障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