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 72018.5.22
河北经济日报

执行主编：张光明 责任编辑：马德明 E-mail：hbjjbbjb@163.com

“““““““““““““““““““““““““““““““唐山市路南区通过推进产业扶贫、保证
增收无忧；推进健康扶贫、保证看病无忧等

“六个推进”保证“六个无忧”举措，集全区之
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方地 关注

本报讯（通讯员刘晓玉 记

者金宗明）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

程中，唐山市路南区立足自身实

际，认真谋划、科学部署，通过

推进产业扶贫，保证增收无忧；

推进健康扶贫，保证看病“六个

推进”保证“六个无忧”举措，集

全区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推进产业扶贫、保证增收无

忧。及时出台了《路南区产业扶

贫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

一系列文件，做到工作有章可

依，规范运作。省市区三级财政

安排产业扶贫资金合计每户

1.2 万元已到位。按照自愿申

请，定向奖补，民主评议，公示公

开，限额帮扶，据实拨付，依法监

督，统筹管理的原则，根据前期

逐户走访征集到的贫困户意愿，

结合路南区贫困户多为因病、因

残的实际情况，拟将产业扶贫资

金用于股份合作形式，并确保收

益率达到10%以上。为有效保

证扶贫资金安全和真正施惠于

贫困户，拟选择路南区市场建设

服务处为实施帮扶项目的市场

经营主体。目前正在严格履行

各项手续。

推进健康扶贫、保证看病

无忧。路南区现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患病人数76人，按照省

市“三个一批”的要求，专门制定

了个性化救助方案；针对54名

慢性病患者，实施家庭医生签

约、履约服务，跟踪随访；对14

名重症患者，实施了区级扶贫工

作资金兜底保障。落实了“先诊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制

度；特别是为解决路南区没有二

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实际，通过争

取上级政策支持，路南区贫困人

口到市内各大三甲医院、专科医

院看病就医也享受“先诊疗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制度。同

时，市心理医院承诺为路南区8

名精神病贫困患者实施免费救

治；并实施了具有路南特色的接

送贫困患者爱心救护车制度，发

放了爱心包，获得了市卫计局领

导的肯定。

推进教育扶贫、保证受教无

忧。制定了《路南区教育扶贫特

色政策》，除区“三级分包”外，教

育局又专门建立了局、校、爱心

园丁三级分包责任制，有针对性

地研究解决措施。教育扶贫落

实财政资金17334.16元、教育

系统捐助20172.7元（用于2018

年学习用品费、伙食费等）全部

发放到学生或家长手中，并帮助

将贫困学生争取“希望工程”资

助，现已有2人受到社会资助共

1000元。

推进救助扶贫、保证后顾无

忧。进一步精准认定救助对象，

建立台帐，对新申请低保、特困家

庭经济状况进行及时核对，目前

全区建档立卡户中已有低保对象

38户67人，特困供养对象2户2

人（其中本月新纳入1户1人）。

妥善安置鳏寡孤独贫困老人，全

区鳏寡孤独贫困老人12人，已享

受特困供养待遇2人，另有10人

将在5月底完成审批手续。

推进危房改造、保证住房

无忧。已完成对16个B级户、7

个C级户、2个D级户的危房现

场勘测、绘图制表、建立台帐、制

定改造计划等工作，正在开展民

主评议、两榜公示等工作；并将

于5月上旬完成施工队伍的确

定；5月底前将完成改造设计，

拆除D级危房。预计6月上旬

开工建设，6月底完工并验收，

确保贫困群众在雨季来临前住

房无忧。

推进就业养老扶贫、保证脱

贫无忧。全区建档立卡户除已

死亡（4人）和不符合参保条件

（17人，在校生和年龄不满16周

岁人员）外，其余108人全部参

加了养老保险；除已死亡外，全

部参加了医疗保险，各项基本保

障无忧。处于法定劳动年龄段

内且有劳动能力的21人中，9人

已实现就业，其余人员也正在积

极帮助谋求就业或公益岗位。

下一步，路南区将严格按照

省、市要求和区扶贫领导小组工

作会精神，继续精准发力、精准帮

扶，坚持以“六个推进”保证“六个

无忧”，掀起脱贫攻坚战新高潮，

确保按照时限要求，高标准完成

工作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张焕发 王
艳君 记者邢丁）“只用半天时

间就把原本需要十天的审批完

成了，而且服务热情周到，从心

底感谢你们！”近日，唐山滦州

古镇置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来到滦县行政审批局，送来一

面写有“真诚贴心为人民 高效

规范办实事”的锦旗，对该局为

其玉文化产业项目提供的高效

审批服务表示感谢。原来，唐

山滦州古镇置业有限公司玉文

化产业园的商品房预售审批项

目由滦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办

理时限为十天。工作人员为了

缩短审批时限，节省成本，为其

现场勘验，多方奔走，专门针对

审批项目召开了审批会议，半

日即完成了审批工作。

这只是滦县全面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个缩影。近日，在唐

山市委、市政府通报的2018年

2月份十项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中，滦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在

全市各县区排名第一。

经济要发展，环境是关

键。为进一步抢抓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难得机遇，2017年，

滦县在全市县区范围内率先

设立行政审批局，将 19 个部

门的行政许可和其他类权力

事 项 共 185 项 职 能 划 入 其

中。为了缩短审批流程，提高

审批效率，滦县行政审批局实

施流程再造，简化常规审批流

程，用“一枚公章管审批”全面

解决了“公章四面围城，审批

长途旅行”的难题，审批效率

大大提高；同时，全面推行《行

政审批局服务规范》，设立便

民接待室、首问接待岗、志愿

者服务站，全面实施首问首办

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

办结制、文明服务规范等各项

服务工作制度。制定实施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注册制

度改革的办法》，推进“一证一

码、多证合一”和电子证照登

记改革，强化各审批股室的协

调配合。通过对即时办理、限

时办理以及重点件包办服务、

上报件窗口负责、退回件明确

答复、补办件一次性告知等多

项强制规范，有效地保证了规

范服务。

目前，该县对省政府部门

取消下放的70项行政许可事

项进行了承接，并结合全县综

合执法试点工作，将县级部门

的55项行政处罚事项委托下

放给了茨榆坨镇人民政府。

财政局、发改局对全县消减行

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和降低收

费标准项目清单进行了梳理

汇总，拟消减和停征6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实施

流程再造，推行“最多跑一次”

改革。已经完成了165审批事

项的流程再造，编制了《滦县

行政审批局审批事项流程

图》，并已经建立“一口收件、

联合审批、信息共享、一次发

证”的审批服务新模式，审批

效率实现提升，审批时限缩短

50％以上。同时，由该县营商

办起草的《滦县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方案》，已由县委

办、政府办印发，并在全县范

围发放了410份调查问卷，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情况

报告。《关于就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征集问题线索和意见建

议的公开信》已通过县电视

台、县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公开

了问题线索举报和意见建议

征集电话和邮箱。

另外，滦县还不断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发展网

上审批平台。目前“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的前期准备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共计824项，

每个事项对应的50项要素也

以梳理表的形式梳理完成上传

至河北省政务服务系统，新的

信息平台的运用大幅度地为企

业和群众节省时间和人力成

本。截至目前，在新的审批运

行模式下，滦县审批局已经完

成了各类审批事项2398项，审

批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

本报讯（通讯员张威 记

者 杨雨熹）唐山市古冶区强化

源头预防，做好“三个加法”，为

党员干部在思想、纪律、廉洁方

面筑牢拒腐防变“三道防线”，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履职。

有声教育+无声引导，筑

牢思想防线。该区将党风廉

政宣传教育内容纳入干部年

度培训计划，专门针对领导干

部开设“如何廉洁履职”课程，

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党纪党规、

条例规定，警示党员领导干部

管住“口”、管住“腿”，安全履

行好自身职责。截止目前，共

培训科级、股级干部3批，受

教育人数达600余人。同时，

利用“廉洁古冶”微信公众号、

电子显示屏、古冶电视台、“党

风廉政常提醒”专刊等载体，

及时宣传廉政内容。在全区

组织开展党纪条规、法律法规

“每月集中答题”活动，增强党

员干部党性观念和法制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日常监督+专项检查，筑

牢纪律防线。组织31家区直

重点部门和窗口单位，利用古

冶电视台、民生大厦电子显示

屏、微信公众号平台，就本单位

行政职能及如何全面正确履行

行政职能情况向社会进行公开

承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抓

住节假日关键时间节点，开展

专项检查，专门抽调人员成立

3个检查组，采取事先不通知、

突击检查的方法，深入各单位

持续开展针对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四风”等问题的明查

暗访，使存在问题人员无处“避

风”。今年以来，全区共检查

183家单位，通报批评11人。

责任落实+考核评比，筑

牢廉洁防线。该区抓好责任落

实，与各乡镇、街道一把手签订

了《古冶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状》，真正使工作落细、落实、落

在肩上，推进全区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落地生根。抓实考

核评比，采取述职述廉、个别谈

话、查阅资料、民主测评等多种

方式，对全区122个行政村、80

个社区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

况进行考核，不断加强对党员

干部群众监督，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不断延伸。

滦县 流程再造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金宗明）为

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禁毒

宣传和教育，提高抗毒“免疫

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联

手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高

新区教育处的大力协助下开

展了为期半天的学生参观禁

毒教育基地活动。

通过参观禁毒教育基

地，增强了学生对毒品的了

解和认识，让学生了解罂粟，

海洛因，病毒，大麻，k粉，冰

毒等相关毒品，让学生对毒

品有了深刻的认识，了解了

毒品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达

到了教育的目的。

日前，由唐山市植

物保护检疫站组织开

展的新型植保机械使用

与维修技术系列培训活

动在遵化团飘庄乡东草

厂村举行，来自唐山各县

市区的70余名农业技术

人员及种植大户参加了

培训。活动通过新农药

在麦田用无人机喷洒的

现场示范形式，进行小麦

减量控害培训，以确保全

市今夏小麦病虫害全程

防控及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全面提升农作物有害

生物防控水平，保障农业

生产安全。

刘满仓 摄

开平区实施三项工程
补齐人才工作短板

本报讯（通讯员李志全 宋小婕 记者杜宇昕）今年以

来，开平区紧紧围绕“人才强区”战略，找弱项、补短板，大

力实施“确权明责、夯底建基、搭台引智”三项工程，积极构

建更具活力的人才体制机制,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用好人才。

实施“确权明责”工程，补齐重视不够、责任不明短板。

开平区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目标责任分工及成员

单位职责,明确17家牵头单位50项具体工作任务。实施

“夯底建基”工程，补齐基础不牢、底数不清短板。该区建立

人才工作平台台账,开展人才资源调查统计,全面掌握人才

队伍现状和梯队建设情况。实施“搭台引智”工程，补齐平

台不多、渠道不畅短板。该区建立人才工作考核计分排名

办法,引导企业合理分配力量,选取最优平台类型进行申

报,提高申报成功率,实现企业与人才互惠双赢。

今年，丰润区种植小麦面积近30万亩，目前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图为丰润区杨官林镇农民在田间查看小

麦长势。

朱大勇 摄

本报讯（通讯员高宇航
记者 闫航）日前，记者来到

唐山市芦台开发区四分场农

业高新区示范田里，农民刘

复民告诉记者，先进农业植

保无人机实现仿地自主飞行

并进行精准施肥打药，降低

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提高了

工作效率。

据了解，农业植保无人机

喷洒一亩农田仅需一两分钟，

一台无人机一天能完成500

亩的作业。随着农业机械化

水平不断提升，如今的芦台开

发区，水稻种植实现了从育秧

到秸秆处理100%机械化。

唐山市路南区掀起脱贫攻坚战新高潮

日前，在丰润区曹雪芹文化园广场上，丰润区纪

委、妇联、文明办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传承好家风、共建

中国梦”丰润区2018年家庭助廉宣传活动。图为宣传

活动中“树勤俭清廉家风、创文明幸福家庭”签名活动。

国海涛 摄

本报讯（通讯员于建雷 记者杜宇昕）在第19个“世界计

量日”到来之际，为了普及计量知识，提高全社会计量法制意

识，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了“5.20世

界计量日”系列活动。

5月18日，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唐山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唐山市计量测试研究所、唐山市供电公司在唐山百

货大楼广场进行了以“国际单位制（SI）的量子化演进”为主

题的宣传。经过讲解，消费者纷纷表示自己提高了计量意

识，增长了计量知识。

在此次“5.20世界计量日”期间，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还大力开展商场、加油站等计量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计

量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计量秩序。

路北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六个推进”保证“六个无忧”——

芦台开发区无人机
助力农业生产

高新公安分局组织学生
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刘超 张莉 记者邢丁)丰南区着力强化

年轻干部培养，坚持培养、考核、选拔三位一体，为区域经济

发展锻造中坚力量。2017年以来，该区共有53名优秀年

轻干部被提拔到中层岗位，13名被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58名被调整到关键岗位，成为该区招商引资、园区建设、经

济转型升级等区域经济发展关键环节的中坚力量。

搭建成长平台。该区选派年轻干部赴浦东、苏州工业

园区等发达地区参加经济建设、项目建设主题班次培训，不

断开阔年轻干部视野，提升年轻干部的经济理论素养。选

派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区、市、省及全国性的项目洽谈会、经

贸交流会，进行实战锻炼。针对非经济部门的年轻干部基

层工作经验不足问题开展轮岗交流，提升综合素质。

激发干事热情。通过平时考核跟踪培养、重点考核对

比提升等方法，将日常考核与重点考核相结合，有效减少了

个别年轻干部不重实绩、“混基层工作经历”等做法，充分调

动起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树立鲜明导向。树立敢用、善用、真用优秀年轻干部的

用人导向，建立年轻干部储备库，把懂经济建设、各界口碑

好、考核结果优异、综合评价高的年轻干部纳入储备库中

来，让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干部使用中，坚持成熟一个

使用一个，努力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

丰南区三位一体
强化年轻干部培养

古冶“三个加法”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