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杨瀰）5月14日，高阳县组织召开

了庞口市场银企对接会，近百名商户参加。商户可以

通过房产抵押贷款、设备抵押贷款、联保贷款以及应

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形式向高阳县农村信用社提交贷

款意向书，经调查评估合格后，予以贷款。此次活动，

高阳县庞口市场13家企业与高阳县农村信用社达成

了贷款意向。

据悉，高阳县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助力企

业发展，通过“政府搭台、银企唱戏”方式，搭建银企融

资平台，创新合作方式，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截至3月底，该县企业共贷款

27.47亿元。

中国三大男高音唱响保定中国三大男高音唱响保定
新时代·新征程·新未来——三丰集团·2018

中国三大男高音保定音乐会于5月20日在保定百

世开利大剧院举办。“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魏

松、莫华伦为保定市民献唱。

本次音乐会由保定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保

定市委宣传部、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保定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保定广播电视台、保定日报

社承办，河北大学协办。本次音乐会所有作品都

是从改革开放40年华语乐坛几百首经典曲目中精

心挑选的代表作品，用歌声反映祖国翻天覆地的巨

大变化，歌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取得的

伟大成就。《祖国颂》《又是一个春天》《毛主席的话

儿记心上》等歌曲，为在场观众带来满满的回忆与

激情。

这次音乐会首唱原创新歌《领航》。此外，导

演组精选了几首代表保定元素与历史题材的歌

曲，这些歌曲对于保定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新时期

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保定解放70

周年、雄安新区设立一周年，保定处在新时代发展

的关键期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期，全市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激情澎湃、豪情满怀，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开启了保定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最后三位歌唱家以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结

束演唱会。

5月15日，16对身着旗袍的新人在易县狼牙

山牡丹园内喜结连理。这次“中国风”的集体婚

礼不仅让他们体验到中国传统婚礼的文化，更为

他 们 今 后 的 婚 姻 生 活 增 添 了 别 样 色 彩 。

郭诚 摄

方地 关注

5月20日，省政协委员、顺平爱心企业家、河北

凤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学鹏看望了何

金柱等1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在创业致富路上，

杨学鹏始终不忘回报社会，热心公益，救助孤寡老

人和残疾人，资助贫困儿童，捐资修建道路等，捐

赠金额累计达200多万元。 张龙 李刚 摄

保定市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窗办、
一表办、一网办、一章办、一站办”是市行政审批局围
绕“最多跑一次”改革目标推行的改革举措。该市行
政审批局自去年11月18日揭牌运行以来，大力优化
整合审批流程、压缩审批环节，让群众办事效率有了
高速提升

“““““““““““““““““““““““““““““““
不到半小时，窗口工作人员

就为前来办理停水业务的市民

出具了许可决定书。这是近日

记者在保定市行政审批局看到

的一幕。工作人员表示，以前至

少需要两天才能办结的业务，改

为“一审一核”后直接在办事窗

口受理并办结，只要资料齐全，

就可以即办即结。

削减前置条件及材料 27

项，减少审批环节62个，下放到

县(市、区)审批事项9项，实现网

上申报的事项达149项，187项

审批服务事项已正式启用“行政

审批专用章”，减少时限1528个

工作日，提速率达58%。保定市

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该

市行政审批局自去年 11 月 18

日揭牌运行以来，大力优化整合

审批流程、压缩审批环节，让群

众办事效率有了高速提升。

“一窗办、一表办、一网办、一

章办、一站办”是市行政审批局围

绕“最多跑一次”改革目标推行的

改革举措。

“一窗办”即按照“受审”分

离的原则，实行“前台统一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将原来分散的“摆摊式”窗口按

社会服务类、城市管理类、社会

文化类、投资服务类和农林水务

类进行整合，统一集中办事大

厅，由服务对象“来回”跑腿，变

成受理员代办，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审批服务效率，提升群众满

意度。

“一表办”即统一事项名称、办

理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收费

标准，实现全市不同区域同一事项、

同一服务、同一标准、同一效率，及

时取消和下放审批许可权，对办理

环节进行了简化，前置手续进行了

精减，办理时限进行了压缩。

“一网办”即将省市县三级平

台对接互通，网上服务与实体大

厅、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网上办

事大厅依托网上审批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两微一端”功能，群众通过

网站、手机即可申请办件。“三级平

台，两个代办”不断深化升级，服务

内容和服务措施也不断优化。

“一章办”实现了政务服务提

质、提速、提效。截至目前已涉及

16个部门187项审批服务事项正

式启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基本

实现部门业务由“分散式”向“集

中式”的转变，自首批审批职能正

式划转以来，已受理审批服务事

项9834件，办结率达到了99.5%。

保定市行政审批局还将“一

站办”举措不断优化升级，在规范

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优化审

批服务方式，开通审批服务“绿色

通道制”，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见效。开通EMS快递服

务，减少申请人往返奔波，积极推

行“容缺受理”服务，采取“先办后

补”模式，避免因材料不齐而导致

的办事群众来回跑路等问题。积

极打造微政务平台，群众足不出

户就可享受审批业务查询、预约

审批、网上评议等服务。

未来，保定市还将围绕“快划

转、强规范、优服务、稳提升”的原

则，加快审批职能划转进度和运行

效率，不断推进“只跑一次”办理，

不断放大“一枚印章管审批”效果。

保定市为民办事效率高
□通讯员 张洁 刘靖澜 记者 李艮春

5月18日一大早，审计署派

驻顺平县西南蒲村第一书记郭春

伟便习惯性地从驻地向村委会走

去。自2016年担任第一书记以

来，郭春伟把解决好困难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

为落实中央各项惠民政策、加强党

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突破口和

根本途径，铺设灌溉管道、新建活

动广场、翻新水泥路、申办扶贫贷

款……将一沓子实事办到群众心

窝子上。2017年，西南蒲全村顺

利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

走村入户，由心存忐
忑到信心满怀的明白人

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只有

摸清情况才能对症下药。郭春

伟深入到全村230户农户家中、

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村民需求；

到镇政府向镇领导请教，召开村

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座谈会，借势

发力，群策群力；和驻村工作队

员一起，定期到村里的五保、低

保户以及一些生活困难的孤居

老人家探望。

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

看”和低保户精准核查工作中，

整个过程坚持政策、标准、程序

和结果“四公开”，对明显不再符

合低保条件的14户进行了清退，

新纳入1户生活困难的残疾人。

重新精准识别的10户13人的贫

困人口，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

可，不存在关系户、人情户，为全

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真帮实扶，顺应期待
做服务群众贴心人

2017年4月 ，西南蒲村8亩

集体土地承包到期，郭春伟把这8

亩地承包下来，引导有意愿、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栽种生长期短、

适应性强的油葵，让贫困人口自

己“造血”脱贫，让刘占文等4户

贫困群众有了脱贫的依靠。

群众反映村东头两口灌溉水

井年久失修，经常出故障。郭春

伟和驻村工作组申请了一个以工

代赈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更

换了两台潜水泵，新铺设灌溉管

道900余米，解决了村东头100

亩农田的灌溉难问题，实现了全

村农田灌溉的全覆盖。

群众反映，村内东西向主干

道坑洼不平，村里路灯少，晚上很

多地方漆黑一片……郭春伟就协

调建设一座1200平方米的村民

活动广场，翻新了500米的水泥

路主干道，新安装了87盏太阳能

路灯；在审计署的帮扶下，在村庄

进出口和主要街道安装了监控设

备，并和蒲上镇派出所联网；村西

1公里处的苏家疃学区小学电教

室里缺电脑，郭春伟向审计署汇

报沟通，为小学捐赠笔记本电脑

16台。

因村施策，项目统揽
做产业帮扶“授渔人”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

帮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先决条

件。西南蒲村的手工布鞋质量可

靠、美观大方，具有一定的产业优

势。郭春伟借助这一优势带动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2017 年 12 月，西南蒲村在

顺平县、保定市组织的贫困村

整村退出验收中，得分均名列

前茅，尤其是在保定市市级验

收中取得了满分 100 分的好成

绩。2018 年 1 月，全村又顺利

通过了保定市组织的第三方评

估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姚琳 张洁）
豪华大气的长城汽车VV5，可

智能除霾的奥润顺达多功能门

窗，双面发电的英利高效太阳能

电池……5月18日，保定元素在

2018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上各展其彩，散发着智能

制造的气息，保定展区成为经洽

会上一颗闪亮的星。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

下，保定率先发力推动京津保地

区联动发展，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为动力，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为动能，以构建创新生态体系为

支撑，扎实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全面创新，成为全国地级市

中唯一拥有“全国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市”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称号的“双基地”城市。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认

定，创新平台、院士工作站建设，

科技合作、双创工作在全省名列

前茅；17所高等院校，超25万名

在校大学生，140余所各类科研

机构，11万余名科技人员，科技

人才基础在全省出类拔萃；

4662件发明专利授权，21项鼓

励科技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科

技创新实力稳居全省前列。

在保定市展区，集中推介

了该市概况和优势产业，展示了

近年来保定市在汽车及零部件、

新能源及输变电、军民融合、节

能环保、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

的迅猛发展，令与会客商纷纷驻

足观看，称赞不已。

本报讯（记者李艮春）卓越杯·2018年河北涞水野

三坡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将于5月26日7：30鸣枪起

跑。赛前，组委会将征集100名跑者参与“种树植心”

的公益行动，以此致敬十年如一日在阿拉善沙漠种植

各类灌木来改善自然环境的“沙漠勇士”。

涞水县县长朱明新介绍，涞水野三坡景区位于太

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交汇处，拥有我国北方极为罕见的

雄山碧水、奇峡怪泉、文物古迹、名树古禅等景观，是国

家5A级风景名胜区。

本报讯（通讯员冯英华）日
前，狼牙山牡丹园内各色牡丹

如期盛放，600多种牡丹清香

四溢，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日接待游客高峰期达上万

人次。来自天津的游客李华

说：“在这里不单单可以赏花观

景，还可以欣赏到牡丹花神祭

祀、古筝弹奏等传统表演，品尝

各种地道的乡村美食，大人孩

子都特别开心。”

狼牙山中凯集团董事长卢

忠凯介绍，为进一步丰富花海

旅游内容，狼牙山景区在每个

观花园区都增添了吃、购、娱的

元素内容，希望把万亩花海变

成“乡村版”迪士尼乐园。今年

在油菜园、牡丹园、蓝香芥园、玫

瑰园的基础上，这里又建起了

郁金香园、芝樱园等，赏花季由

3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左右。

易县狼牙山景区走出“靠山

吃山”的传统模式，以打造“红色

教育、绿色休闲、多彩观光”综合

性景区为目标，大力发展以田园

观光游为引领的多业态经营。

在投资2亿多元打造狼牙山万

亩花卉产业的同时，先后在狼牙

山脚下的西山北乡实施了龙门

湖欢乐世界、沙滩浴场、冰雪世

界三大娱乐项目，使狼牙山旅游

真正步入山水相依、繁花似锦的

新阶段，成为京津冀地区众多游

客观光度假的首选。

景区发展壮大过程中，带

领越来越多的山区群众搭上了

旅游发展的致富快车，真正把

美丽风景变成了幸福“前景”。

据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魏东方

介绍，依托狼牙山景区的新业

态，村里有400余口人吃上了旅

游饭，大家伙儿生活越来越好。

狼牙山美丽风景变幸福“前景”

高阳县银企对接
为企融资贷款27.47亿元

□记者 李刚

保定“智”造
亮相2018中国·廊坊国际经洽会

野三坡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26日等你来“撒野”

白沟新城组团参展第123届春季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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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窗办一窗办、、一表办一表办、、一网办一网办、、一章办一章办、、一站办一站办””

口碑，在群众心里
——审计署驻顺平县西南蒲村第一书记郭春伟扶贫记事

□通讯员 吴建章

本报讯（通讯员梁蓓）保定银监分局运用三项载

体，全面加强金融消费者公益服务。一是利用好“保定

银行业公众教育服务区”平台。每年确定10项宣教活

动，扩大公益宣教服务覆盖面。二是利用好“保定银行

业公众服务”微信公众号。积极宣传消费者保护法律

法规、基本知识，截至目前，共发布35篇公众号文章。

三是利用好银行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银行业内刊、

银行间不定期座谈交流等载体运用，分享“一把手”调

研结果、信息动态和特色经验成果。

保定银监用好三项载体
加强金融消费者公益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田录贤）5月18日,首届“华测杯”

驻保高校测量技能大赛在河北科技学院田径场举

行。来自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长

城学院和河北科技学院的12组代表队，48名选手参

加了大赛。

参赛组和选手采取抽签（抽场次）、抽测量仪器号

和点号的形式进行比赛，100分为满分。各组选手需

要在60分钟内用全站仪完成闭合导线水平角（内角）

观测和记录、计算角度闭合差、进行角度闭合差配赋等

三项内容。

“华测杯”驻保高校测量技能大赛
在河北科技学院举行

中国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现场中国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现场。。记者记者 李刚李刚 摄摄

中国三大男高音组合高歌齐唱。记者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