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近日，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市法学会

与长安区行政审批局、河北乾骥

律师事务所深入企业内部，共同

举办了“法律服务进企业、效能革

命在行动”活动，拉开了长安区行

政审批局“法律服务进企业”法治

文化基层行活动的序幕。

此次活动将企业在行政审

批及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

题、风险问题，设计成系列课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法，从法

律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提示企

业如何规避风险，少走弯路，满

足市场主体最迫切的现实需

要。课程讲解完毕后，20家企

业代表纷纷提问，赵英杰律师现

场对企业中常见的章程设立、股

权纠纷、公司治理、公司发展战

略等提出法律意见，就防范企业

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提出合

理化意见建议。

长安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局将紧紧围绕“创

新、强企、解难、惠民”主题，将

“法律服务进企业”活动一直进

行下去，从而进一步推动“效能

革命”各项工作，大力解决影响

和制约市场主体的突出问题，提

高机关办事效率，转变工作作

风，改进政务服务，切实提升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为了深入贯彻全省“三深化、

三提升”活动精神，落实石家庄市

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机关效能革

命的要求，长安区行政审批局先

后开展了“三会一课一活动一制

度”系列活动，实行了预约延时工

作制度、帮办代办领办和上门服务

制，受到了辖区企业的一致好评。

长安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苌铖带领中山审批大厅的业务

骨干到美东创业孵化园分园区，

为广大创业者提供现场咨询、讲

解和上门办证服务；建华审批大

厅的业务骨干到南翟营杭顺便

民市场，为广大创业者提供现场

咨询、讲解和上门办证服务……

为最大程度上帮助辖区企业解

决问题，该局创新推出了“上门

帮办、集群服务”的新举措，对于

新开的市场、商场有5家以上需

要办理审批的单位，只要有组织

方，协调沟通后，该局就提供上

门服务，利用周六、周日或下班

后时间，到营业地现场收取材

料、现场修改材料，当天审批，当

天出证，第二天送证上门。自活

动开展以来，先后到居然之家、

建华城市广场、乐城·商贸城、新

源蜂巢商场等多家市场商场开

展了上门办证服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长安区

行政审批局以人民群众满意为

目标，以服务为根本，以创新为

主题，按照“审批完美，服务至

上，优质高效，群众满意”的工作

思路，不断创新优化审批流程和

提升审批服务水平。同时，积极

开展问计于民、问计于企活动，

多渠道征求办事群众意见、建

议，先后采取了“全程电子化”

“无差别受理”“全城通办”“最

多跑一次”等一系列举措，降低

企业、群众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

资源、时间成本，力促各项工作

真正实现提质提效。

“““““““““““““““““““““““““““““““近日，长安区行政审批局“法律服务进企业”
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拉开序幕，大力解决影响和
制约市场主体的突出问题，提高机关办事效率，
降低企业、群众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资源、时间
成本，力促各项工作真正实现提质提速提效

4月是全国第28个税收宣传月，元氏县税务局以

“减税降费”为宣传主题，工作人员走进商场、超市、社

区等地进行多维度宣传，并对群众关心的税收问题进

行解答，有力促进了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落实。图为税

务工作人员在超市宣传税收知识。 田奕 摄

栾城区夏凉村干部带头优化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马静）日前，记

者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局获悉，为确保石家庄正定国际

机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有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自4

月15日起，在以下路段启用新增

设的违停抓拍系统：机场专用路

南北辅路（北王庄通往新城铺立

交桥至机场1号环岛路段）；迎宾

路（机场专用路1号环岛至河北

航空基地）；北坪路（机场一号环

岛至2号机坪通道口路段）；航惠

路（家合路至迎宾路路段）；航达

路（家合路至迎宾路路段）；家合

路（迎宾路至机场水厂路段）。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启用违停抓拍系统

石家庄发布
交通文明守则20条

本报讯（记者马静）4月11

日，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市文明办联合制定出台

的《石家庄市交通文明守则》发

布（以下简称《守则》），《守则》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守则》共20条，收纳了行

人、非机动车、驾驶机动车等日

常出行方式需要遵守的道路交

通法规，突出强调了对不安全、

不文明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打

击和纠正，重点是行人、非机动

车治理，酒驾、醉驾、毒驾“三

驾”治理，驾驶违法改装的大噪

音“炸街车”上路行驶，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行人非机动车和

机动车乱停乱放治理。

《守则》对文明交通行为应

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都作出

了明确规范，交管部门将严格按

照《守则》内容执行，交通参与者

要严格遵守、自觉遵守，不按《守

则》出行、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

警方将一律严肃查处。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 通讯

员纵兆磊 腊景立）近日，记者

在栾城区柳林屯乡夏凉村一处

废旧宅基地前看到，村“两委”

干部们正在清理堆积在房前路

边的废弃物、闲置砖瓦，大家干

得热火朝天。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仗。夏凉村“两委”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

工作，提早谋划，不等不靠，村

“两委”全体干部齐上阵，俯下

身子，亲自动手逐街逐户开展

清理整治工作，打造文明整洁

宜居的农村生活环境。

该村除了整治街边的废旧

杂物外，还对每条胡同逐户清理

整治，对堆积在村民门前的散乱

废弃物、木柴进行清理。村民刘

素义家里刚刚建了新房，闲置的

旧瓷砖、水泥板就堆积在门前，

积极主动配合，对门前进行了清

理整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门前显得宽敞整洁了许多。“像

我家门前这些用不着的东西自

己舍不得扔，放着又占地方。现

在村干部一起上手整治，这样干

干净净看着都敞亮。”刘素义乐

呵呵地说着。

据了解，3月初以来，该村

“两委”干部对村内6条大街，

190余条胡同的树枝、干柴、废

旧杂物、碎砖、旧瓦、生活垃圾等

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并积极

引导村民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提高环境意识，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共同爱护、建设自己

的美丽家园，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村民们看在眼里，心情也变

得舒畅起来。“现在，在村干部的

带头下，很多村民也自觉清理了

屋前房后乱堆的杂物，乱扔垃圾

的现象普遍减少。街上有个垃

圾，大家不自觉地会捡起来，保

护环境意识越来越高。”村民刘

海山感慨地说。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赵

文忠向记者介绍了下一步村“两

委”的计划：“居住环境干净整洁

了，还要让村民的生活绿起来，

抓住春季有利时节，植绿补绿，

并对村庄周边道路、坑塘进行规

范整治，树立起村美、户洁、人

贤、气正的文明新风气，把夏凉

村建设成为文明生态、整洁优

美、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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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区力促审批工作提质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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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解哲琳）日前，记者从石家庄市公交总公

司获悉，截至目前，“石家庄电子公交卡”注册用户已达320

多万，日使用量高达40多万人次，手机扫码支付比率已超

过35%，乘公交用手机电子公交卡支付已经成为乘客出行

的便捷之选。

据悉，去年3月份石家庄公交联合支付宝推出了“石

家庄电子公交卡”，给乘客提供“不带零、不带卡、快出行”

的一站式全新便捷乘车体验；10月份公交公司又开发了

微信小程序端的“电子公交卡”和石家庄智能公交App，

实现了微信支付乘公交。同时，为让广大乘客更方便、更

清楚了解申领电子公交卡的方式，石家庄公交制作了公

交电子卡申领明白图，参图提示即可完成支付宝、微信、

智慧公交App中电子公交卡的申领。

石家庄电子公交卡
注册用户超320万

石家庄开展“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

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已全面铺开，项

目主线全长52.89公里，起于石太高速公路南良都互

通西侧，顺接平赞高速，与青银高速石太段形成十字

交叉。同时，该项目与石衡高速公路组合，将形成省

会“东出西联”南部主要通道。图为山前大道互通匝

道路基上压路机正在进行作业。 马静 摄

梨花吐蕊带火踏青游
——赵县高起点谋划文旅产业

□通讯员 徐哲普 聂聪超

赵县 25 万亩梨花吐蕊绽

蕾，竞相盛开，引得无数游客纷

至沓来。伴随着赏梨花带来的

踏青热，赵县赵州桥、柏林禅寺

等景点也迎来了游客激增。数

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期间，赵县

共接待游客近13.4万人次，旅游

行业收入突破8000万元，较去

年同比增长52%。

从第一届梨花节至今，赵县

已成功连续举办了 19届梨花

节，从一个踏春活动逐渐成长为

一个旅游品牌，并不断形成旅游

产业。赵县梨果种植走出了一

条从传统赏花、采果到农业深加

工、文化创意的梨花产业链条，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

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一树树的梨花变成了一棵

棵“摇钱树”。

今年梨花节，赵县精心谋划

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在最佳赏

花位置精心设置了16处老树区

作为精品观花区，确定4处农业

旅游点及星级农家乐为蔬果采

摘、美食品尝的亲子互动园。

在观赏美景、亲近自然之余，游

客还可在梨区欣赏到背灯挎

鼓、梨花诗会、梨乡书画展、太

极表演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和娱乐表演等活动，并可现场

参与互动。

“哇，好漂亮的梨花啊！”一

群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走到赵县

谢庄乡北京新发地赵县梨果基

地，便忍不住惊叹起来。“为了迎

接梨花节，我们在梨树下种植了

十几亩油菜花，布置了喜庆的红

灯笼，所有游客免费观花，十块

钱就能吃到正宗的农村大锅

菜。”该基地负责人李志辉介绍

说，每天接待游客两三千人，各

种梨果深加工产品热卖，不但实

现了经济效益，还宣传了自家的

梨果品牌。

连日来，在各观花点，以“梨

花节”为主题的精彩演出轮番上

演。在赵县董庄梨园驿站，演员

们身着一袭古装，婉转动听的古

筝弹奏引来游客连连叫好；在华

亭生态园，何庄武狮这一古老的

省级非遗魅力四射，精湛的技艺

震撼全场。

生态采摘、梨树认养广受游

客追捧，踏春赏花的游玩方式多

样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在赵县妙香谷永安生态园、

神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各种新

鲜的时令、反季瓜果蔬菜正值成

熟采摘期，游客们可体验田园劳

作的乐趣，享受收获的成就感。

在该县冀华星、福慧馨梨园，游

客可参加梨树领养活动，拥有一

棵自己的专属梨树，做一名开心

“城市果农”。

上午赏花、采摘、赏非遗，下

午游赵州桥、吃禅茶。清明假

期，赵州桥景区，人头攒动，接踵

摩肩。“1400多年的桥能保护得

如此完好，真是奇迹。”来自内蒙

古的游客张先生对赵州桥这一

巧夺天工的奇迹赞不绝口。“赵

州桥古桥展览馆、赵州桥科技馆

相继建成，游客们将有更好的旅

游体验。”赵县文化旅游部门负

责人介绍说。

留住游客就是发展经济。

去年以来，赵县以创建省级园林

县城为总揽，筹资20多亿元实

施96项县城建设重点工程。如

今，城市街道窗明几净、井然有

序，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城

市形象华丽蜕变。好的环境让

游客住得惬意，玩得开心，随着

旅游逐年升温，赵县高标准酒店

不断增加，梨花节期间入住率可

达到90%以上。

“凭借‘桥、梨、寺’等优势

旅游资源，我们坚持高站位高起

点谋划文化旅游产业，扩大文旅

产业空间范围，丰富文旅产品，

塑造新旅游品牌，初步构建起以

文化生态休闲为特色的‘大旅游

格局’。”赵县有关方面负责人介

绍说，随着全域旅游开发的不断

深入，该县文旅产品日益丰富、

文旅品质逐步提高，以旅游业为

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蓄势腾飞，

去年，全县旅游行业收入突破8

亿元。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近日，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获

悉，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安排部署，该市2019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开展范围是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各年级、各

学科教师，自愿参加。“晒课”教材的版本为教育部公布的

2018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中的中小学教材。晒课时间为3

月16日-8月20日。晒课结束后，将进行“优课”评选，通

过县级推荐、市级遴选，省级评选，最后报国家参评。

裕华区园林大队
全力做好春季补植工作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近期，石家庄裕华区园林大队紧

紧抓住春季植物生长的黄金时机，针对城区主次干道树木

缺株、绿篱缺苗断垅、游园及街旁绿地草坪斑秃及黄土裸

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采取多种措施，及早行动，高标

准做好春季补植工作，集中整治城区内缺苗断垅和黄土裸

露等问题。截至目前，裕华区园林大队在体育大街、方兴

路、合欢园、景观绿地游园、京珠高速林带等26条（个）道

路（游园）种（补）植乔木5111株、花灌木15576株、绿篱

色带728平方米，草坪地被1300平方米，其中补植冬绿

植物1060株。

石家庄东北地表水厂
一示范工程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 通讯员赵玉淼 冯丽花 张国芳）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邀请同行专家组成验收委员会

对河北建工省二建一分公司施工的“石家庄东北地表水厂

工程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委员会查看了

实体工程，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审阅了有关技术资

料，经质疑答辩、评议，确认该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石家庄东北地表水厂位于石家庄市区北二环与谈固

大街交叉口西行500米路北，日供水35万立方米，2017

年2月正式向市区送水。该工程结构复杂、质量标准高、

技术难点多，在施工中应用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的

建筑业新技术中的9大项25小项，并自主创新技术2项。

创新优化流程 改进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