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孙泽恒）近日，

记者从廊坊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迎

接2019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

易洽谈会（以下简称“5·18”经洽

会）的到来，廊坊市提前谋划，总

体部署环境整治工作，并在重点

迎宾线环境提升方面取得多项

成果。

据介绍，目前，廊坊城区共

补植乔木3740株、花灌木1万余

株，花卉及植被25万株，整理街

头游园25个，新增城区绿化面积

5.12万平方米，整修道路2.25万

平方米，断头路通车里程达

31.64公里，为百姓创造良好出

行和宜居环境的同时，再次刷新

城市颜值。

打造城市绿美空间

“最近朋友们都推荐我来这

儿赏花，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花

美景更美。”近日，第一次来到丹

凤公园月季园的廊坊市民李倩

和众多市民一样，每到一处都会

拿起手机拍照留影。她高兴地

说：“不光是在公园，现在整个城

市的环境都特别整洁靓丽，为自

己家乡感到自豪。”据了解，这个

展区内共有百余个品种、10余万

株月季花。“月季迎宾”不但烘托

了喜迎“5·18”经洽会的气氛，也

增加了廊坊城市的绿美名片。

今年以来，该市在主要迎宾

线内进行园林绿化补植，精心打

造绿美空间，廊涿引线全长14公

里，沿线共补植苗木20余万株，

在龙河桥至西昌路段种植时令

花卉10万盆，提升了廊涿引线全

线绿化效果。在市区重要节点

路段，他们摆放主题各异、栩栩

如生的绿雕 27组、鲜花 100万

盆，扮靓街头节点游园，装点节

日气氛。

完善城市路网格局

记者近日在廊坊市区荣开

路道路工程现场看到，整个道路

主路已现雏形，现场施工人员正

加紧建设绿化带及人行道。该

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宁介绍，该路

段主路已具备通车条件，5月18

日前将正式通车，会大大缓解该

区域的交通压力。

为完善城市路网格局，5月

18日前，该市集中实施了断头路

工程扫尾、个别路段节点的集中

修缮，高标准推进迎宾线沿线正

在实施的重点工程。其中，5月

18日前确保龙光路（古县路—光

明道）、新源道（永兴路—西昌

路）、北凤道西延3条断头路全线

主路通车，尚不具备施工条件的

区段力争年底前主路通车；对广

阳道、和平路、西昌路等路段的

路缘石、道路坑洼点位进行集中

灌缝、修补，先后完成修缮沥青

路面 1 万平方米、混凝土路面

800平方米。

营造良好环境

随着新风除臭空气净化系

统、节水增压水箱和配套便器、

防水防污隔断等新设备的投入

使用，该市公厕硬件设施水平明

显提升。据该市环境卫生管理

局城肥处副处长张桂林介绍，廊

坊城区每个公厕都配备两名工

作人员，确保公厕的每个角落干

净整洁，同时，全面实行市区公

厕24小时开放模式。

营造良好环境，该市不断延

伸城区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

精心打磨细节，做足绣花功夫。

他们每天出动大型洗地车 128

辆、小型电动扫路车22辆对市区

主次干道及城郊快速路进行全

天不间断循环洗地作业；每天出

动洒水车64辆、雾炮车39辆，对

主城三区主次干道进行全天候洒

水抑尘和雾炮降尘作业。他们把

主城区划分为14个片区，集中对

主次干道、公园广场、街头游园、

公共厕所、建筑工地、居民小区和

窗口单位进行检查巡查，确保主

要迎宾线无纸屑烟头、无裸露地

面，以干干净净、规规整整的环境

迎接“5.18”经洽会的召开。

“““““““““““““““““““““““““““““““

本报讯（通讯员刘玉）近日，廊坊市委网信办全面

启动“七个一”系列活动。据悉，开展此项活动是坚决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全面增强网信干部“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创新载体和具体途径，通过在

机关内组织“通读一本好书”“深入一次调研”“刊发一

篇文章”“开展一堂讲座”“制作一个产品”“举办一次活

动”“提交一条建议”等7项活动，进一步打造“一流政

治机关、一流行政机构、一流技术部门”，全面提升机关

干部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

为迎接2019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到来，廊坊市提前谋划，总体部
署环境整治工作。目前，廊坊城区共补植乔木3740株、花灌木1万余株，花卉及植被
25万株，整理街头游园25个，新增城区绿化面积5.12万平方米。整修道路2.25万平
方米，断头路通车里程达31.64公里，城市颜值再次刷新

本报讯（通讯员庞博 张健飞）安次区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与发展特色农业相结合，积极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去年共实现产值

11.7亿元，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该区全面落实标准化生产，重点推广应用防虫网

等一系列无公害关键技术，实现节本增效，促进了产量

和品质大幅提升。他们加强与农业技术团队、科研机

构、生产企业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增产。他们围绕甜瓜

等特色主导产业，推进产业化经营，培育生产主体，扩

大优势果蔬种植面积，形成了京都蜜瓜、新颖特菜等4

大万亩种植基地，让农民“抱团”增收。

安次区
做强特色农业产业

国网三河供电公司
春检工作圆满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张美月 邹
明）近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

历时45天的春季检修工作圆满

结束。本次春检共检查80条10

千伏线路，共计1026公里，消除

设备缺陷151处，清理树障2395

棵，清除鸟窝52处，对5座35千

伏变电站开展了清扫检修和红

外测温工作，处理问题 37处。

工作中，该公司严把安全关、质

量关，确保设备应修必修，修必

修好，全面消除设备隐患。

永清县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将农村闲

置住宅改造成特色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目前，

全县已发展特色民宿及农家乐百余家。图为游

客在永清县东义和村一家民宿门口合影。

张玉宇 摄

执行主编：王成应 责任编辑：宋再飞 E-mail：hbjjbbjb@163.com
廊坊 5河北经济日报

2019.5.15

文安警方
破获一起系列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吕海涛）近日，文安县公安局破获

一起假借销售木材进行诈骗的系列诈骗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1名，破获诈骗案件3起。

去年12月至今年4月，该县公安局滩里派出所多

次接到多名辽宁籍、唐山籍、秦皇岛籍销售木材人员报

案，称其被自称“杨凯”“小尹”的人诈骗木材款，涉案金

额20余万元。接报后，该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经大

量走访排查，成功确定犯罪嫌疑人为杜某（男，28岁，文

安县滩里镇人）并实施抓捕。目前，杜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大厂落成
金漆非遗博物馆群

本报讯（通讯员黄蕾 张宇

洁 白万军）近日，“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华夏之光——金

漆非遗博物馆群”开幕仪式在大

厂回族自治县金漆宫举行，为该

县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全域旅

游书写了精彩的一笔，再添一张

文化新名片。该博物馆群包括

金漆宫（金漆镶嵌艺术精品馆）、

古床博物馆、古代木雕博物馆

等。博物馆群内，展出的各类工

艺精品琳琅满目、蔚为壮观，融

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独具魅

力。该博物馆群”正式开馆后，

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廊坊500余万株月季花盛放全城

本报讯（记者孙泽恒）廊坊

市加大力度治理安全隐患。截

至目前，全市共组成督查组

1262个、执法组2011个，排查

企业6万余家次，重点企业检查

覆盖率达100%，共排查各类一

般隐患36549项，已整改35903

项，整改率达98.2%。

今年，该市进一步深化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

坚行动，全市非法违法行为得到

有效查处，生产安全事故得到有

效控制。他们严格落实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包联责任制，今年以

来，各级领导干部带队到包联地

区、包联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542人次，共检查企业14341

家次。全市共实施经济处罚

2100余万元，关闭取缔各类非

法违法企业40家，停产整顿77

家，共追究刑事责任52人、约谈

645人次、通报40次、下达整改

令1125个。截至今年4月，全

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2%和55.6%，安全生产形势保

持了持续平稳态势。

同时，该市还重点开展了深

化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在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建筑施

工、消防等9大行业领域大排查

的基础上，该市结合安全生产季

节特点和省内外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情况，先后组织开展了建筑

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排查整

治、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等工

作。截至目前，该市建筑施工检

查552家，排查整改隐患1113

项，特种设备检查2372家，排查

整改隐患448项，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安全检查3975家，排查整

改隐患10363项。

工作中，针对元旦、春节、清

明节等重要时期、重要时间节

点，该市安委办分别印发通知，

召开会议作出专题部署，并采取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安全生产

暗查暗访。今年以来，市、县两

级安委办共组成暗查暗访组

721 个，检查各类企事业单位

3784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

队暗查暗访企业1943家次，通

报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3

万余项。

廊坊网信系统
启动“七个一”活动

近日，固安县举办“幸福总动员”社区趣味运

动会，来自11个社区5600余名居民参加了幸运投

篮、袋鼠运瓜、足球达人等趣味运动项目，在周末

体验趣味运动的快乐。图为社区居民在北京八中

（固安）分校体育场参加比赛。 门丛硕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洋洋）进

入5月，廊坊市城区500余万株

月季浪漫盛开，将城市“围”进

月季花海，打造出廊坊又一张

特色名片。

2017 年 8 月，该市将月季

花确定为市花。近两年，该市

依托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路径，

加快月季花增植步伐，在公园、

广场、街巷、游园“见缝插绿”种

植月季，后来在市区主要迎宾

线、新建道路、路口节点等绿化

工程成片种植，使城区内的月

季花景观效果得到全面提升，

“月季之城”逐渐显现。

以丹凤公园月季园为主展

区，去年，该市首届月季花展让

月季花迅速向城区4条重要道

路、5个节点、8个公园和25个

小节点蔓延。市民徜徉花海、

流连忘返。“太好看了！看见这

些花，心情也会美起来。”市民

李桂辰说道。

娇艳的月季不仅市民看着

美，也留给客人好的印象。“走

过这么多城市，廊坊这座城市

美好的环境让我印象深刻，特

别是街边的月季花，很有特

色。”去年，南京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

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徐雁教授到

廊坊市参加活动，对满城的月

季花赞不绝口。

让月季植根于城市的每个

角 落 ，廊 坊 人 一 直 在 努 力 。

2017年底，该市园林绿化管理

局与北京某公司制定了《廊坊

市市花——月季总体规划》，首

期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让廊坊

“彩”起来，使月季成为廊坊名

片。从去年至今，月季花展及

市区主次干道公园游园市花月

季增植项目加紧推进。

行走在艺术大道西段（铁

路下穿桥——大皮营引渠段），

1米多高的树状月季矗立在道

路两侧，淡粉的、绯红的、橘红

的、鹅黄的月季花密密织起一

道斑斓的月季花墙，43.5 万株

丰花月季、微型月季、树状月季

把这里打造成了月季特色展示

大道；永兴路南延绿化带，用月

季铺设锦绣底色；廊坊西出口

以月季花绿雕、月季树等喜迎

“5·18”经洽会；炊庄路口以月

季花海、芳香印记为特色，点缀

精品树状月季，与西出口遥相

呼应……一条条被月季花簇拥

的主干道，成为城市一道道独

特的风景。

走出喧嚣，静谧处也有花

香。位于艺术大道与和平路交

口的“前程似锦”花坛和吕端园

的“花开盛世”花坛以月季花为

主景，花团锦簇；文化公园以

“自然循环，低碳生活”为设计

理念，建设以月季花为主题，老

少皆宜的园中园。

“近几年，城市里的月季花

一朵一朵多了起来。”该市园林

绿化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周伟

介绍，姹紫嫣红的月季花开满

大街小巷，形成了各类花卉、乔

灌木有机融合、巧妙搭配，道

路、游园、广场各具特色、相得

益彰的城市景观。今年，全市

已栽植各类月季花180余万株，

两年多时间累计栽植月季花

500余万株。月季成为名副其

实的“当家花卉”。

“月季花期长，花朵大，四

时常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

10 月，廊坊市都将是‘月季满

城’。”周伟表示，当前，该市重

点工作室加强对月季花的养

护、扦插月季小苗、对市区内已

种植月季进行品种的归类梳

理、挂牌，在苗圃对月季进行插

牌留标本等工作。

眼下正值月季花最盛最

美的时候，也正值“5·18”经

洽会即将召开之际。朵朵绽

放的月季花正张开热情的臂

膀，迎接八方宾朋共享“廊坊

时间”。

廊坊：扮靓环境 喜迎盛会

重点企业检查覆盖率达100%

香河
缩短企业开办时限

本报讯（通讯员张洎 刘峻

鸣）香河县行政审批部门不断提

高企业登记行政审批效率。目

前，该县企业开办业务已经实现

了企业登记、公章刻制、发票申

领3个环节4个工作日内完成。

其中，企业登记不超过2天，公

章刻制不超过1天，发票领取符

合规定条件的不超过1天。

本报讯（通讯员徐巍）近日，霸州市扶贫办与中华

财险廊坊中心支公司举行防贫保险项目签约仪式。该

市财政出资332.8万元作为防贫保险金，按照每人每年

320元保费标准，为全市农村人口2%的防贫对象购买

防贫保险，共同筑牢防贫“保护墙”。

去年以来，该市瞄准非持续稳定脱贫户等临贫易

贫重点人群，分类设置精准防贫标准和程序，通过探索

建立以防贫保险为核心的精准防贫机制，主动控制贫

困增量，从源头筑起发生贫困的“拦水坝”，着力构建

“全面覆盖、具体监测、精准防贫”的大防贫格局。

霸州
为防贫对象买保险

廊坊有效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近日近日，，大厂回族自治县气象部门开展以大厂回族自治县气象部门开展以““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向公众宣传防灾减灾知向公众宣传防灾减灾知

识识，，提升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提升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向小学生讲解极端天气气象云图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向小学生讲解极端天气气象云图。。 刘亮刘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