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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武新杰 通讯

员尚金锁 张森）近年来，滦州市

以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品牌为

抓手，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

点，紧紧围绕“为民惠民、便民利

民”目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

政放权、创新服务方式，着力打

造政务服务的新高地。

突破“痛点”，向改
革要活力

滦州市以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动政府

和部门向自己“开刀”，全力构

建快捷、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

环境。一方面，推行审批事项

集中，收部门的“权”。2017年

9月，滦州率先在唐山市成立

行政审批局，划转了18个部门

185个行政许可事项，审批环

节从723个减少到468个，做

到了机构、人员、职能、事项划

转“四个到位”，真正实现一枚

印章管审批。

另一方面，全面实施“零收

费”，去部门的“利”。该市制定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对收费

事项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向社会

公布涉企收费项目和优惠政策，

给社会一本明白账，从源头上防

止各类乱收费、乱摊派。

聚焦“难点”，用创
新增动力

滦州市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将滦州市所有行政许可和

公共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网上审

批。目前，全市90%以上的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

实施“多证合一”，推进工程

“快上马”。该市对涉企证照事

项进行整合，积极推行“无纸化”

“零见面”全程电子化登记模式，

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验收

时间压缩至60个工作日以内。

亮明“一牌一架一码”，窗

口操作“阳光化”。该市通过

“一牌一架一码”，即亮明工作

人员身份桌牌，树立政务服务

事项展架，制作办理要件文本

二维码，为群众提供“零距离”

的贴心服务，全力打造让群众

满意的“阳光”窗口形象。

疏通“堵点”，以服
务添助力

滦州市大力倡导“店小二”精

神，全面推行项目全程代办制度。

今年以来，滦州市累计代办项目

54个，帮助业主解决难题18个。

不仅如此，该市以开展“三

深化、三提升”活动为契机，围绕

服务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转变

服务方式，审批“服务员”走出“审

批大厅”，主动联系企业，深入到

企业送上“审批服务事项清单”，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等待

服务为上门服务，让企业多用时

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一

心一意专注围墙内的事。今年

以来，开展上门服务26次，为企

业用心提供高效、周到服务，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滦州市着力打造政务服务新高地

权威·发布

本报讯（记者马德明 通讯

员齐婕）为扎实推进2019年河

湖长制重点工作有力有序实施，

近日，经省级总河湖长审定，省

河长办印发《2019年河湖长制

重点工作推进方案》，进一步压

实各级河长责任，加快推进河湖

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

效”转变。

《方案》明确：水环境改善方

面，全省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断

面比例达到48.6%以上，争取达

到50%，劣Ⅴ类水体断面比例

控制在20.3%以内，均高于国家

对我省考核标准。河湖“四乱”

整治方面，全面禁止非法采砂行

为，健全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

制，完成河道砂坑整治修复任

务；彻底清理河湖垃圾；全面整

治围垦河湖、非法侵占水域岸线

行为；全面清理侵占河湖库房地

产开发项目。河湖蓄水补水方

面，扩大河湖补水范围，对36条

河道实施生态补水，补水总量达

到17亿立方米以上。

《方案》明确，为确保实现既

定目标，要抓好6项重点任务。

一是河湖采砂整治。市县

分级重新编制采砂与整治规

划。集中开展全省河道采砂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水利和公安部

门联合开展“飓风行动”，严厉打

击非法采砂行为。二是河湖违

建治理。重新复核200平方公

里以上行洪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白洋淀、衡水湖管理范围。河湖

库房地产项目年内全部整改到

位。三是河湖垃圾清理。年底

前彻底清除河道内的垃圾、固体

废弃物、尾矿渣等。沿河村庄全

面推广“村收集、乡转运、县处

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原则上每

个乡镇至少建设1座转运站，实

现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全覆

盖。四是河湖水污染防治。坚

决取缔入河湖非法排污口，严厉

打击偷排直排行为，依法设置的

排污口要加强监管。实现工业

废水和工业集聚区生活污水全

收集、全处理。设区市城区实现

污水管网全覆盖。全省城市分

流 制 排 水 管 网 比 例 提 高 到

78.9%。设区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达100%。全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达到9000

个，纳污坑塘治理完成率达

100%。五是河湖蓄水补水。

对七里河等6条河道进行清淤

扩挖和砂坑治理，大幅提高雨

洪存蓄能力。扩大河湖补水范

围，对36条河道实施生态补水，

补水总量达到 17亿立方米以

上。六是河湖信息化建设。先

期在滹沱河开展监控系统建设

试点，形成集河湖管理、雨洪水

监控、节点水利工程监管为一

体的监控网络；加强河湖长制

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实现全省

各级河湖长履职情况有记录、

问题整改有跟踪。

为确保实现既定目标，省河

长办将进一步加大协调督办力

度，省级有关责任部门强化跟进

指导，落实市县党委、政府主体

责任，及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落地。

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断面比例争取达到50%，36条河道生态补水总量17亿立方米以上
我省河湖长制今年“全面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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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辖区内纳税人充分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红

利，邢台县税务局税务人员深入企业一线，用“一本政

策”＋“一本手册”帮助企业熟悉、用足、用活减税降费

政策，营造让纳税人舒心、顺心的税收营商环境。

闫军安 杜媛 摄

责任编辑：马德明 视觉编辑：张玉灿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通讯员许

金亭）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

梭于千亩麦田，麦田边缘堆满了盛

满小麦的袋子……6月9日，清河县

华艺农业合作社理事长田国安满脸

笑容：“今年又是好收成，按收打情

况看，亩产可达1100多斤呢！”

近日，清河县小麦开镰收割。

开镰当天，全县有400多台联合收

割机在不同区域展开作业。在孙洼

麦收区，农民们大车小辆地往家搬

运着小麦，一位农民高兴地说：“今

年麦收农机真给力，我家6亩小麦，

不到两个钟头就收割完了。”

为了搞好今年的“三夏”生产，清

河县农机监理站麦收前夕就对全县

农机手进行了农机安全作业培训，

并向他们发放了联合收割机安全操

作手册。同时对各农机具供销点、

柴机油供应站进行了协调部署，提

前备足了农机具配件和油料，以满

足全县农机具的保养和维修需求。

清河县辖6个镇都设立了跨区机收

服务站点，负责对跨区机收人员的

接待和机具作业区域的调配。来自

石家庄的10多台联合收割机到坝营

镇接待站不久，接待站负责人就为

他们联系好了小麦待收的村庄，很

快投入到作业中。跨区作业的机手

连连赞叹：清河县农机服务真周到。

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景君

告诉记者，该县共播种小麦29万

亩，按提前预产和收打情况看，平均

亩产可达 900 斤，比去年增长

10%；按联合收割机收割进度计算，

一周时间可收完全部小麦。 正在将金黄的麦粒装袋正在将金黄的麦粒装袋。。裴海潮裴海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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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艺萌）6月10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5月

份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张家口空气质量最好，PM2.5

浓度最低。全省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由好到差顺序依次

是：张家口、承德、衡水、沧州、廊坊、保定、秦皇岛、邯郸、石

家庄、邢台、唐山。

同时，全省11个设区市中，邢台和秦皇岛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有所上升，其他设区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都有所下

降。张家口下降幅度最大（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最大），为

19.3%。另外，PM2.5浓度由低到高依次是：张家口、承德、

廊坊、保定和衡水（并列）、秦皇岛和石家庄（并列）、沧州、邯

郸、邢台、唐山。在全省168个县（市、区）中，赤城县空气质

量最好，唐山市古冶区最差。

5月份环境空气质量成绩单出炉
张家口空气质量最好 改善幅度最大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日前，秦皇岛银行向秦皇岛燕大

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了500万元“上市贷”。此

笔贷款是该市2018年12月9日出台《支持上市挂牌企业信

用贷款实施意见》以来的首笔“上市贷”，标志着“上市贷”进

入了实质操作阶段。

据悉，“上市贷”是该市为拓宽上市企业融资渠道、解决

融资难问题，创新出台的一种银企信贷模式。其内容为市

政府与相关银行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当上市挂牌企业面临

资金瓶颈时，由合作银行根据有关规定为其提供纯信用贷

款，贷款额度分为20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三个档次，

实行无抵押、无担保、人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20%等

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上市挂牌企业开

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开辟企业融资新渠道
秦皇岛发放全省首笔“上市贷”

本报讯（记者李代姣）日前，省科学技术厅印发《关于组

织申报2019年度河北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通知》，开展

2019年度河北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以下简称“国合基地”）

申报工作。网上申报起止时间为6月5日至7月3日，书面

申请书报送截止时间为7月8日。

据悉，经认定的2019年省级国合基地将享受经费支

持。国合基地建设专项将重点支持省级以上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立足河北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着力

解决制约河北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

题，开展具有高层次、高水平、紧迫性特点的国际科技联合研

发和技术转移活动；与国外知名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企业开

展实质性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能够吸引海外杰出科技人才

或者优秀创新团队来华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有利于推动

河北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国

际科技合作，并在区域、行业内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2019 年度河北省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开始申报

支持资金1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李善奇 记者李刚）6月10日，博野县兴

农奶牛养殖场内，一头头奶牛懒洋洋地卧在干净柔软的垫

料上，舍内干净整洁，闻不到污臭的异味。博野县兴农奶农

专业合作社奶牛养殖场负责人吴勤告诉记者：“我们采用了

粪污综合治理技术，实现了粪尿等污染物零排放。”

兴农奶牛养殖场是博野县最大的奶牛养殖场，奶牛存栏

1200头，每天粪便量高达2.5吨。在县畜牧部门的指导下，该

奶牛养殖场采取了系列粪污处理技术。去年，他们新上一台

粪便挤干设备，把奶牛排出的粪便汇集到粪便池，用挤干设备

挤干，再经过晾晒，便没有了粪便的污臭味，变成松软干燥的

粉状颗粒。他们把这些颗粒作为奶牛卧床垫料。

粪便挤干后的污水如何处理？该场建了3+1形式的沉

淀池。经过沉淀池沉淀、氧化发酵，变成营养价值极高的液

体肥料。该场通过埋设管道延伸到奶牛养殖场承包的1000

亩耕地，在浇地时作为肥料掺进水里，种植的小麦、玉米不

再追施化肥，不仅节约了买化肥的开销，还因为属于纯有机

肥，提高了粮食的绿色标准。

博野县兴农奶牛养殖场实现排放零污染

（上接第一版）石家庄高新区生物

医药产业示范基地、石家庄鹿泉

区光电与导航产业示范基地和石

家庄栾城区通用航空示范基地。

目前，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

药上下游配套产业日趋完备，形

成了药材种植、原料药制造、产

品研发、药品生产、医药商业流

通、医疗保健这一集“医、药、养、

健”为一体的医药产业链条，打

造了以高端化学制剂为核心的

化学制剂产业链、以微生物发酵

类和基因工程制剂为核心的生

物制药产业链、以新型中药制剂

为核心的现代中药产业链、以营

养保健品为核心保健品产业链

以及以新材料、新技术为核心的

医疗器械 5 大封闭的产业链

条。石家庄鹿泉区拥有光电与

导航产业上下游企业40家，光

电和导航产业从业人员约1万

余人，530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

支撑。栾城区则通过招商落地

了中航电测智能交通（石家庄）

产业园、河北旭丰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飞行者之家等4

个总投资14.8亿元项目。”石家

庄市发改委高新处处长靳利民

介绍。

在具体推进中，他们围绕转

型升级，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平

台，完善产业政策，提升产业承

载能力。石家庄鹿泉区持续抓

好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总投资

6.9亿元的电子信息园基础设施

及湿地公园PPP项目，主要建

设一座集生态景观、休闲娱乐、

健身运动、观赏垂钓、人文文化

等功能于一体“创新·活力湿地

公园”，并对22条道路、管网进行

新改扩建，进一步增强项目承载

力。他们还在石家庄信息产业

基地、光谷科技园、鹿岛V谷科

技工业园、军鼎研创企业港基础

上，谋划建设梦巢小镇、海康威

视产业园、融智科技园、军民融

合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进一步拓

展产业发展空间。

强化双创双服 培
育重点企业

石家庄市实施创新领军企

业培育工程，建立市级领导干部

包联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机制，

对经营规模较大、创新能力较强

的骨干企业，开展对口包联帮

扶，全方位支持企业发展成为具

有重要影响的创新型行业领军

企业。

石家庄高新区实行“全天

候”服务模式，政务服务所有涉

民涉企窗口工作日不午休，节

假日照常办，从根本上解决了

工作时间企业群众无暇办事、

休息时间服务窗口不能办事的

时空错位问题。同时，常态化

推进“走百企访千户上门办”，

走进企业、现场办公，随身携带

审批公章实现急事就地解决，

推动了辖区企业竞争力和效益

快速强劲提升。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以岭

药业目前已成为拥有以岭医药

研究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以岭医院、安国以

岭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北京以岭

药业公司、北京以岭生物有限公

司等六大分支机构，集科研、教

学、临床、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现

代医药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还

在全国建立了17个原生态中药

种植基地，已经形成以通心络胶

囊、参松养心胶囊、连花清瘟胶

囊为主导的产品群，是国家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医药制造业排头

兵企业、全国中成药制造业自主

创新能力十强、中国医药上市公

司20强。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上接第一版）

王东峰勉励西柏坡村党支部和广大党员，要积极投身主

题教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把村庄

规划好，把产业发展好，把环境治理好，把支部建设好，把群

众服务好，展示新时代革命老区的新形象。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批示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刻

也不能松懈，为全面建设新时代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而奋斗。

清河清河：：小麦收成好小麦收成好 农机来助力农机来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