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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8
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
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
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
广泛听取
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
人士座谈会，
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
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肯定，
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
构和主要内容，
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题鲜明、
总结全面，
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下转 A3 版）

弦歌不辍，燕赵学府凝风骨 杏坛春满，百年征程铸辉煌

河北大学隆重举行建校 100 周年纪念大会
陈竺发贺信
中共河北省委发贺信
廉毅敏林蕙青出席并讲话

郭健主持 饶子和康乐王定华骆清铭党晓龙致辞
宋志平韩占文发言 庞国芳闫继红等出席
保定日报 10 月 18 日讯（记者姚琳 孟丽）
感悟百年征程，
砥砺初心使命。今天，
河北大学
隆重举行建校 100 周年纪念大会。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陈竺，中共河北省委分别发来贺
信。省委副书记廉毅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
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出席并讲话。河
北大学党委书记郭健主持大会。中国科学院院
士、天津市科协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大学校长康乐，
北京外国
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
大学校长骆清铭，市委书记党晓龙出席并分别
致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中国科学院院士韩
占文作为校友代表分别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
庞国芳，
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继红等出席。
今天的河北大学，
校园内花团锦簇、旌旗飘
扬；
纪念大会现场灯光璀璨、热烈温馨。社会各
界人士和广大师生校友欢聚一堂，
熟悉的面孔、
真诚的问候，
道不尽对彼此的惦念，
叙不完对往
昔的追忆。河北大学始建于 1921 年，初名天津
工商大学。1933 年，学校更名为天津工商学
院，抗战时期坚守津门、逆境办学，汇集了一大
批名师巨擘，在当时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
巍工商独称尊”
之美誉。其后，
学校历经私立津
沽大学、国立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
范大学不同时期，1960 年改建为综合性大学并
定名河北大学。1970 年，学校迁址历史文化名
城保定市。一百年来，河北大学汇聚了国学大
师顾随、水利学家高镜莹、建筑学家张镈、外国
教育史学科奠基人滕大春、古代文艺理论家詹
锳、历史学家漆侠等著名学者，
为党和国家培养
了 40 多万名优秀毕业生，在我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河北大学正秉承着“实事求是”
的校训传统，
遵循“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办
校、服务兴校、依法治校”
的办学理念，
在部省合
建平台上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力争早日建
成“特色鲜明、国际知名”
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陈竺在贺信中说，河北大学自建校之初即
以工商立校，
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理念，
秉持教育
救国、实业强国的初衷，提出“育中华有为之青
年，办德智并育之大学，促中国之现在化”的办
学宗旨。著名铁路工程专家华南圭先生在担任
河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期间，
凝练确立了“实事
求是”校训传统，形成“学行并茂、民族中坚”的
办学理念，奠定了河北大学家国一体的文化底
色。建校 100 年以来，河北大学积极担当作为，
无私奉献社会，培养了 40 多万名优秀人才，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与
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的辉
煌历史。河北大学医学教育作始于 1949 年，杰
出的国际主义者、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著名
医学专家马海德先生曾担任原河北职工医学院
名誉院长。在“马海德精神”的激励下，河北大
学确立了“明德至善，
博学笃行”
的医学理念，
在

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将进一步加强与河北大学的
合作交流，助推河北大学“双一流”建设和部省
合建工作，助力河北大学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
在燕赵文化保护、白洋淀流域生态治理服务
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在推动河北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康乐说，
河北大学的百年历史，
记录了一代
代河大人筚路蓝缕、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承载
了一代代河大人爱校荣校、传承薪火的河大情
怀，
书写了一代代河大人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
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的辉煌历史。百年华诞
是学校改革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学校
乘新时代之长风，
扬部省合建之风帆，
加快建成
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新起点。以建校 100 周年为
契机，
河北大学继续锚定一流大学建设目标，
贯
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
高
位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突出科技创新引领，
着力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在
新的历史征程中，河北大学将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
把人民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需
求转化为建设一流大学的信心和决心，早日实
现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王定华说，河北大学自初创之时就以本科
图为大会会场。
保定日报记者 高欣悦 摄
为起点，
虽然历经磨难，
几易其名，
举校搬迁，
办
学历史从未中断，精神传承持之以恒。北京外
医学人才培养、医疗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了长 总书记对河北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的初心立场；深化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激活 国语大学的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
足发展。今年恰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力、增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担负起教 到哪里》与河北大学“育中华有为之青年，办德
周年，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努力培养德 育强国的重要使命，为河北创新发展、绿色发 智并育之大学，促中国之现在化”的宗旨，异曲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展、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工，
交相辉映。北外的许多同志、同学具有河
新的百年起点上，希望河北大学高举习近平新 人。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
林蕙青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教育 北大学的教育背景，
对河北大学心存感激、满怀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 用好“三件大事”和部省合建重大机遇，全力抓 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国家发展同向同 敬意。北外愿意与河北大学携手并肩，立足现
彻党的教育方针，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为党 好“双一流”
建设，
高标准打造优势学科，
全方位 行。河北大学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代，面向未来，发挥优势，交流合作，砥砺前行，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增强创新能力，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共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求，
牢牢抓住部省合建重大机遇，
加快实现一流 发展中展现时代担当。坚持大力弘扬“实事求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大学建设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是”
校训传统，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务。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京津冀协同发 梦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与国际交流合作能力，
引 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把办学治校
骆清铭说，河北大学与海南大学都是地方
中共河北省委在贺信中指出，2021 年是河 领河北高等教育水平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 的着力点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紧密 综合性大学，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辉煌的建
北大学建校 100 周年，这是学校百年发展历史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结合起来，为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服 设成就。长期以来，双方互学互鉴、互帮互助，
的重要节点，
也是全体师生奋进新时代、创造新 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务。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牢记为党育人、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
辉煌的崭新起点。河北大学是具有优良办学传 的更大贡献。衷心祝愿河北大学的明天更加美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完善 提升工程”
“ 一省一校”、部省合建等政策支持
统的综合性大学，100 年来始终与民族共命运、 好！
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聚焦教 下，
双方的联系更加密切，
合作更加深入。希望
与时代同脉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
廉毅敏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全体师生 师队伍建设，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 双方加快合作步伐，
不断深化合作层次和水平，
党的坚强领导下，
河北大学扎根燕赵大地，
主动 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河北 础工作，着力打造师德高尚、学术精湛、潜心育 加快落实部省合建各项任务目标，为更好支撑
担当作为，
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成 大学建校 100 年来，始终扎根燕赵大地，薪火相 人、追求卓越的新时代教师队伍。要聚焦深化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国高等教育区域
果转化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为服务国家富强、 传、育人不辍，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改革，在现代大学制度、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 协调发展，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 献，在河北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河北 伍建设、国际交流合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的贡献。
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不断激发学校的发展活力。
党晓龙在致辞时说，河北大学这座百年名
9 次视察河北，亲自谋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思想为指导，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
饶子和说，
河北大学诞生在天津，
与天津的 校与保定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建共享、相
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 大者”，瞄准“双一流”目标，紧紧围绕加快推进 高校花开两地、同气连枝。在天津办学的半个 映成辉，
共同构筑了保定的文化底蕴、深厚积淀
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为河北发展带来了千载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世纪是河北大学百年辉煌篇章中重要的组成部 和时代精神。保定人民一直以拥有这样一座百
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 育，拼搏竞进、奋发作为。要加强党的全面领 分，也是天津教育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年名校而深感自豪。一批批河大学子扎根保
史交汇点，希望河北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导，
强化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落实立 十八大以来，
河北大学迎来数次发展机遇，
尤其 定，创业奉献保定，成为保定改革发展的生力
（下转 A3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习近平 德树人根本任务，
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是部省合建给学校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天 军、主力军，

保定日报 10 月 18 日讯（记者邱恩
宇）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党晓龙与中国
科学院院士、天津市科协主席、南开大
学原校长饶子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河
北大学校长康乐，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占
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举行工
作座谈，围绕生物经济、创新生态打造、
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等内容进行深入
交流。党晓龙强调，要推动政产学研用
金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一
步引领我市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为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注入

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继红参
加座谈。
党晓龙对饶子和、康乐、韩占文、宋
志平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多年来对保
定发展的持续关注与关心表示感谢，并
简要介绍了保定面临的战略机遇和发
展态势。他说，保定区位优势明显、产
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全市正在
抢抓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大
规模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全面运营等重
大机遇，全力构建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新
格局，精心打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
今年 1-9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

前列，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保定未来的
发展，离不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专家
学者和优质企业的帮助与支持。真诚
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关心支持
保定，推动更多的创新资源、优质项目、
金融资本向保定汇聚，推动政产学研用
金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保定
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进一步完善承接
非首都功能、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相
关政策，构建良性产业生态，进一步引
领保定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为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注入强劲
动能。

饶子和、康乐、韩占文、宋志平表
示，保定地处京畿重地，产业要素齐全，
区位条件便利，发展潜力巨大，便于
产业聚集、项目落地、人才汇聚。今
后，将充分发挥学科技术创新优势和
人脉资源，带动更多创新资源、优质
项目、金融资本落户保定，不断拓展
与保定的合作空间，在研发成果落地
转化的过程中推动保定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助力保定建设现代化品质生
活之城。
市委常委、秘书长侯晓平，副市
长王建峰参加座谈。

精彩亮相第四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

闫继红参加

首届河北白沟国际箱包设计大赛启幕

以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闫继红出席并宣布启幕

党晓龙与饶子和、康乐、韩占文、宋志平举行工作座谈

保定日报 10 月 18 日讯（记者刘澜 李
岩）今天，由保定市人民政府主办、白沟新城
管委会承办的首届河北白沟国际箱包设计大
赛暨 2021 白沟箱包工业设计新品发布会在
河北雄安商服会展中心隆重启幕。市长闫继红
出席相关活动并宣布启幕。
据悉，作为第四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
的精彩内容之一，此次河北白沟国际箱包设
计大赛，面向国内外设计人士征集多维度、全
品类、高水平的箱包优秀设计概念与创意作
品，按照概念设计组、产品设计组、CMF 配件
组三方面展开角逐，
奖金共计一百万元。
启幕仪式现场，
副市长王建峰致辞，
向长
期以来关注保定发展、
支持白沟箱包产业做大
做强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他说，
在省委、
市委和各级政府的关怀领导下，
白沟箱
包产业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数字化转型能力，
正坚定迈向
“一流标准、
一流质量、
一流品牌、
一
流信誉”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下转 A3 版）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主任会议
李双喜主持
保定日报 10 月 18 日讯（记者
杨虎）今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双喜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下转 A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