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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调研

暮春时节，阜平县山野间已

初见新绿。驱车从阜平县城向

西转山而入，骆驼湾村落跃然眼

前。湛蓝的天空，崭新的柏油马

路，灰瓦、红墙，一座座新房安静

又不失生机地矗立着，人们在房

前屋后忙碌……

“以前的老土房，踹
一脚就塌个窟窿”

低矮的土房里，屋顶吊着

塑料布，稍不小心就碰落一身

灰……这是孙振泽家6年前的

样子。“老房子是石头和土垒的，

有的地方踹一脚就塌个窟窿。

遇到大雨天，闺女们就打电话，

催俺们老两口出去避避，怕房子

塌了。”孙振泽今年70岁，祖辈

都生活在骆驼湾村。

骆驼湾村地处太行山深处，

每年一入冬，北风呼啸，格外寒

冷。孙振泽告诉记者，以前冬

天，大家都用柴烧火炕，屋里冷

得很。各家各户都围着炭盆不

愿动弹，屋里烟大灰多，呛得鼻

涕眼泪直流。

村民任二红告诉记者，骆

驼湾村以前是整体贫困村，几

十年来几乎没有一户人家翻盖

过新房。“村里以前都是土路，

一刮风扬一身土，到处破破烂

烂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在村里

待着。”任二红说。

“现在我们住上了和
城里一样的新房子”

如今，孙振泽过去的老宅已

被翻建，昔日破旧的栅栏门，被

一座崭新门楼取代。记者看到，

孙振泽家门楼上安装着 LED

灯，翻建的新房有着花格木门、

灰瓦屋顶和透亮的玻璃窗子。

“要不是政府补贴，俺这辈子哪

有本事盖新房？”孙振泽说，“现

在我们真是住上了和城里一样

的新翻修的房子，用地暖。冬天

里脚底板都是热乎乎的，又干净

又暖和。”

“我们家有6亩地，现在每

年仅土地租金收入就有 6000

元，我还在果园打工，现在也

在试着养猪。以前过年时连

给孙子的压岁钱都拿不出来，

现在日子大不一样了，这得感

谢政府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

了好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嘞。”

以前小推车都难行的土路

不见了，柏油路通到了村里各家

各户，私家车可以直接开到家

门口；破旧低矮、四面透风的土

坯房变成青砖灰瓦黄土墙的太

行特色民居，过去的小木窗户

都换上了塑钢门窗，屋子里显

得格外明亮；烧煤取暖的火盆

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空气源

热泵，冬天屋里可以达到20多

度……房子从旧到新，整个骆

驼湾村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下转第三版）

骆驼湾：从老土房到特色新民居
□记者 张艺萌 李相伯 张笑宇

本报讯（记者霍少轩）记者日前从安新县委宣传部获

悉，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渔业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切实保护好白洋淀渔业资源，自5

月16日起，安新县将实行为期76天的白洋淀禁渔期制度。

按照海河流域休禁渔期制度规定，白洋淀禁渔期为

2019年5月16日12时至7月31日12时。禁渔区为安新

县所辖白洋淀水域、入淀河流、泄洪渠以及其它天然水域。

在禁渔期禁止除钓具之外的所有作业方式。

据了解，为确保禁渔期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切实保护好

白洋淀渔业资源，安新县成立休禁渔工作管理领导小组，制

定了休禁渔管理工作方案，印发了明白纸，让广大群众熟知

禁渔区域、禁渔时间、禁渔作业类型等要求。

据介绍，该县将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白洋淀禁渔期

制度，落实监管责任，完善工作措施，强化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各类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保护渔业资源

及水域生态，确保休禁渔制度取得实效。

新华社石家庄5月14日电（记者王昆 巩志宏）经国务

院批准、河北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人

民政府于5月14日发布（2019）第1、2号征收土地和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标志着雄安新区征迁安置工作正式启动。

这次发布的公告涉及项目批准情况，被征收土地情况，

土地补偿情况，房屋及附属物、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情况，安

置办法和其他事项等六部分内容。

根据公告，容城县大河镇河西村被征收集体土地

99.3946公顷，其中农用地82.0547公顷、建设用地17.3398

公顷。容城县八于乡龚庄村被征收集体土地58.7170公顷，

其中农用地47.3250公顷、建设用地11.3920公顷。

土地补偿方面，根据《雄安新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

法》，土地综合地价补偿标准为12万元／亩，土地综合地价补

偿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河西村、龚庄村村民委员会，由村委会

按照村民议事规则研究落实具体分配方案。

宅基地补偿包括土地综合地价补偿和综合补偿，以转

账方式支付给宅基地使用权人。对青苗补偿，房屋及附属

物、附着物将据实评估补偿。 （下转第三版）

白洋淀将实施禁渔期制度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

王成果）5月5日至14日，国

务院安委会第三考核巡查

组对我省2018年度安全生

产和消防工作进行考核巡

查。14日，考核巡查反馈会

在石家庄举行，第三考核巡

查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杜

航伟通报考核巡查情况，省

长许勤主持会议并作表态

讲话。

考核巡查组认为，河北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始终将其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

责任，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和

安全生产协调发展，不断夯

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基

层基础工作，全省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但是，个别地区、部

门和企业单位在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中依然存在一

些问题和薄弱环节。

考核巡查组希望河北

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改提

升；对全面落实消防救援队

伍建设保障措施、加强危险

废弃物处置管理等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进一步提升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水平。

许勤表示，开展安全生

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是

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安

排。此次考核巡查是对河

北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

全面体检，对考核巡查组的

反馈意见，河北诚恳接受、

照单全收，将深入剖析问题，坚决整改落实，推动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再上新台阶。

许勤表示，河北一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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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
正式启动征迁安置工作

5月14日，唐山海港经济开

发区王滩镇农民将刚采摘的甜

瓜运出大棚。

近年来，唐山海港经济开发

区王滩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以大棚葡萄、鲜桃、

番茄等果蔬为特色的设施农业，

目前已建成果蔬大棚 2800 多

个，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亮点。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棚室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一个月有1200元的工资，

还有108元的养老金，每年还能

拿到3000多元的低保补贴，再

加上农业综合补贴什么的，和过

去相比，这日子可好过多了！”近

日，在康保县四棚村，70多岁的

贫困户安德贵掰着指头向记者

介绍自己的收入情况，脸上洋溢

着喜悦之情。

在康保县，像安德贵一样受

益于“光伏扶贫”工作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把给他们

带来好日子的“太阳能光伏电

池”称作“金太阳”。

近年来，康保县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将光伏作为产业扶贫的

重要支柱，积极改革光伏收益分

配机制，激发群众脱贫动力，初

步探索出坝上深度贫困地区生

态保护与稳定脱贫双赢的新路

子。4月25日，在由人民网、《中

国扶贫》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

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报告会”

上，康保县的“荒山坡上种‘太

阳’劳动就业奔小康”典型经验

被选入优秀扶贫案例的产业扶

贫项目。

光伏发电促进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我年纪大了，外出打工不

方便，现在通过公益岗，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每月能挣200多

块钱。”说起荒坡上的“金太阳”，

张纪镇三义堂村72岁的贫困户

胡兴雨难掩激动。

贫困村要发展，必须靠产业

作支撑。而产业的发展，必须立

足自身资源优势，形成特色。

康保全年日照达 3100 小

时，具备780万千瓦光伏发电开

发能力。基于这个地域特点，康

保县于2016年下半年开始启动

光伏扶贫工作，按照“统筹规划、

政策引导、分期实施、整村推进”

的思路推进。

2017年，该县统筹整合资金

1.5亿多元，建成分布式电站35

个1.26万千瓦，村级电站0.9万

千瓦，户均年增收3000元，当年

带动4406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忠义乡金满梁大队郭家围

村贫困户黄成满是“金太阳”的受

益者。村里建起光伏电站后，他

在电站从事安保和保洁工作，1

天可以收入150元，还能免费吃

一顿中午饭。“电站不仅能给我们

村带来收益，还给我们提供了就

业机会。”谈起光伏电站带来的好

处，黄成满的脸上笑开了花。

据了解，光伏扶贫电站为各

贫困村提供保洁、治安、护路、养老

护理等公益岗位1.6万个，解决了

全县16478名弱劳动力贫困群众

无法转移就业难题，带动贫困人口

通过自身劳动实现稳定脱贫。

光伏发电助力壮大
村集体经济

与很多光伏扶贫项目直接

将电站收益分红给贫困户不同，

康保县的光伏扶贫模式是：通过

设置工作岗位，让贫困户通过劳

动来获得收入。“这样更符合有

尊严脱贫、劳动脱贫的理念。”康

保县县长魏红侠说。

针对光伏收益分配问题，康

保县研究出台了《光伏扶贫电站

建设及收益分配管理办法》，规定

光伏电站资产和收益归村集体所

有，其中70%用于农村扶贫公益

岗工资支出，30%作为村集体收

入，用于村内小型公益事业、公共

设施维修等，不仅调动了贫困群

众劳动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在康保，贫困群众通过劳务

就业获得工资收入，实现了有弱

劳动力贫困家庭公益岗就业全

覆盖、农村环卫保洁全覆盖和村

集体收入全增加的良好效果。

通过实施光伏扶贫电站，每村每

年村集体资产收入在3万元至

12万元之间，彻底解决了村集

体无收入、办事没资金的难题。

在康保县北郝家营村光伏农

业扶贫示范园区，蓝色的太阳能

光伏电池板鳞次栉比铺开，远远

望去，犹如一片海。北郝家营村

利用荒滩土地，（下转第二版）

康保：荒山坡上种出“金太阳”
□记者 王林红 张世豪 通讯员 韩建国

5月16日12时至7月31日12时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王成
果）5月14日，省政府党组书记、

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听取省政府系统中央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有关情况汇报，研究

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对省政府系统中央巡

视整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逐项

研究，对高质量深化各项整改落

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始终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聚焦

工作重点，持续抓好需要长期推

进的整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巡

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决防止

“过关”思想，坚持标准不降、尺

度不松、力度不减，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发扬钉钉子精神，

全面改、深入改，改彻底、改到

位。要在发展中整改、在整改中

发展，通过“回头看”查找差距不

足，着力提标准、上水平，以高质

量的整改实效，促进政府工作质

量和效能提升。

会议指出，当前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处于“深挖根治”的关

键阶段，省政府班子成员要组织

分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更高站位推进工作、更严标准

检验成果、更强力度压实责任，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

发展。要扎实开展整改落实

“回头看”，围绕“三个紧盯”要

求，对中央领导批示落实情况、

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案件查办

情况、（下转第三版）

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

高质量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