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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构建“网格化”服务帮办机制

截至目前已排查企业和群众反映问题 9193 件，
帮办代办各类事项 8339 件

“

本报讯（记者方尚俊 通讯
员王德峰 郭海民）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魏县推动国家一系
魏县全员发力、全域联动，构建“网格化”服务
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帮办机制，力促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一季度为企业减税 2352 万元。
全面优化企业发展涉税环境，全方位营造高质量发
为贯彻落实省市“三深化、三提
展环境
升”工作部署，营造高质量发展
环 境 ，该 县 全 员 发 力、全 域 联
进行分包联系，每个月走访一
确任务目标、时间节点、具体措
动，构建“网格化”服务帮办机
遍。乡村干部积极联系外出务
施、质量要求、部门职责和保障
制，力促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措施，推出“政策咨询服务岗、
工成功人士，
发现高新优技术
实现新突破。
项目线索，
在发展中解决矛盾
开辟退税窗口”等纳税便民措
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问题，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
施。对全体税务干部进行业务
效、优化发展环境进程中，该县
培训 5 期，举办税收微课堂、青
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通过
建立县乡村三级干部联系群众
年讲台各 8 期，累计培训 430 余
服务群众“网格化”工作机制， 网格化联系服务机制，干部变
人 次 ，确 保 减 税 政 策 落 地 惠
组织动员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 “坐班”为“下访”，及时了解企
企。已相继取消或停征涉企行
业和群众发展所需所盼，帮办
业和群众，问计于民，巩固脱贫
证
照、
资
金、
人
才
等
热
难
点
问
政事业性收费共 35 项,商标注
防 贫 质 量 ，服 务 发 展 ，服 务 民
册收费标准降低 50%。通过微
题。截至目前，
该县已排查企
生，促进全民创新创业。该县
业和群众反映问题
9193
件，
帮
信群、召开政策培训会、纳税人
“网格化”工作机制要求，县乡
学堂、发放宣传资料、电子显示
办代办 8339 件，发现高新优技
村三级干部实行网格化区域责
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大力度宣
术项目线索 1100 多条，开展对
任管理，每名县领导每个月至
口招商、考察、学习活动 150 多
传“六税两费”减半征收、小微
少到分包乡镇和联系村走访一
次，重点洽谈项目 80 多个。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深化增
次；乡镇干部对分包村和企业
值税改革等政策，全面优化企
税务部门成立减税降费工
每 个 月 走 访 一 遍 ；所 有 村“ 两
作领导小组，
建立协调机制，
明
业发展涉税环境。
委”干部对全村所有农户企业

“招商引资的本质在于产
业项目合作。”该县县委书记卢
健说。6 月 4 日，卢健带领魏县
经济开发区、张二庄镇等有关
人员，到深圳华润电力控股有
限公司、中科电工科技集团、中
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地进行
实 地 考 察 ，开 展 招 商 对 接 活
动。考察团一行认真听取企业
整体情况介绍，实地参观了解
企业文化、产品展示等，并与各
公司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就促成产业项目合作、拟签约
项目落地开工等有关事宜进行
深入洽谈，推进项目早日落地，
实现地企共赢。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高质量的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离不开优
良的营商环境。”该县县长樊中
青说。连日来，
河北陆星集团轮
毂制造项目车间正在忙着为湖
南株洲中车集团赶制一批公交
车轮毂。该项目总投资 17.3 亿
元，去年 10 月投产。公司组建
了一支由多名国外专家和国内

行业资深专家组成的研发、生
产、管理团队，实现“机器换人”
智能制造。此项目的引进得益
于该县优良的营商环境。
在国资委的支持和帮扶
下，魏县引进君恒河北药玻 5.0
医药玻璃项目，与中建材凯盛
科技集团合作，正在致力于打
造“中国药玻之都”，产品打破
国内 5.0 医药玻璃完全依赖进
口的局面。
据介绍，
为全方位优化发展
环境，开发区全面提升软硬环
境，创新落实“双创双服”举措，
广大项目业主视魏县发展为己
任，
在商言商，
广聚人缘，
已先后
引进项目 160 个，118 家企业项
目达产达效。去年，争列省、市
重点项目 22 个，新开工中瑞汽
车等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
今年以来，
正在重点推进汽
车配件产业园、魏县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鸭梨产业园、微生物功
能有机肥等 13 个超亿元项目的
签约考察；新开工超亿元重点
项目 3 个，总投资 69.66 亿元。

地方 关注
鸡泽“扶贫夜校”
提高脱贫能力

今年，广平
县十里铺镇北
寺郎固村“种子
迷”贾树香（右）
引进小麦新品
种太空一号，该
品种具有结籽
大 、结 籽 多、晚
熟 、秆 粗 等 特
点。经过他的精
心管理，平均每
个麦穗结籽达
近百粒。
刘书振
王晓静
烟朝广 摄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慕 丽 云
吕若茜）鸡泽县自4月份开始在
全县 7 个乡镇 169 个村举办农
民
“扶贫夜校”
，
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掌握各项便民利民举措。
“扶贫夜校”
由农业技术人
员、扶贫办工作人员现场讲解
葡萄种植、蔬菜种植等农业实
用技术和产业扶贫、贫困退出
等扶贫脱贫工作，
将扶贫政策、
实用技术传递到群众的耳朵
里、心坎上，
农民群众从以前的
“要我学”
，
变成了
“我要学”
，
转
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激
发内生动力，
提高脱贫能力。

曲周东刘庄
村集体年收入 40 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谷怀平 李
光清）今年以来，
曲周东刘庄村
积极探索实行“党支部+合作
社”
模式，
村集体年收入从空白
增加到近40万元。
该村按照
“农民入社、土地
入股、合作统管、利益共享、风
险村担”
的思路，
实施土地整体
流转。土地流转后，大批农民
从单一的田间劳作中解放出
来，
通过获得土地租金、国家补
贴、入社参加劳动薪金、外出打
工工资等多种途径，
增加收入。

磁县年底前消灭集体经济空白村
本报讯（通讯员沃倩倩 齐
雄） 今年，磁县以实施“一强三
抓富万家”工程为抓手，通过加
强产业支撑、
盘活土地资源、
强化
示范带动等多种途径，
激活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集中力量攻
坚消除集体经济收入
“空白村”
。
坚持党建为基，大力实施
“领头雁”
工程，
选优配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提高村党
支部引领村集体发展的水平。
以支部领办、交叉任职、公司运
营为原则，
在全县 262 个行政村
全部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在村党

组织领导下，
集体经济组织为发
展壮大村集体主体，
履行村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
磁县因地制宜，摸清各村
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潜
力，
从各乡镇、
各村经济基础、
区
位优势、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
出发，重点发展优势突出和特
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形成“一村
一品、
一村一业”
发展格局，
加大
财政投入，坚持精准扶持，县财
政每年安排 300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扶持壮大集体经济薄弱村
和奖励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明

显村；依托县创业扶贫培训中
心和蒲公英、脱毒红薯、艾草和
双孢菇产业扶贫四个基地，大
力发展林果业、农产品深加工、
食用菌等特色扶贫产业，带领
党员群众盘活脱贫资源、找准
致富门路、
打造特色产业。
同时，结合美丽乡村、村庄
整治、空心村治理等，发展现代
绿色农业、特色品牌农业、休闲
观光旅游农业和养老产业等，
增加资源开发利用收益。大力
发展服务型经济，引导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依靠现有资源，开

展规模、专业化生产经营，发展
高效种养业。创办劳务中介，
针对行业特点，加强技能培训，
组织劳务输出，以有偿微利服
务的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发
展特色产业经济，旅游资源丰
富和文化底蕴厚重的农村，要
充分利用古村落、
果园、
农田、
山
场、闲置农宅等资源，积极发展
乡村观光、乡村购物等旅游经
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
2019 年底，全县消灭集体经济
空白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 5 万元
以上的村达到 50%以上。

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
“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方尚俊 通讯
员崔桂敏）近日，中船重工第七
一八研究所、新兴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与经开区签约，
中船重
工氢能装备制造、新兴能源储氢
装备产业化项目成为首批进驻
邯郸氢能装备产业园的项目。
与以往不同，此次签约一结束，
邯郸氢能装备产业园随即举行
开工仪式。
经开区以实际行动加快项
目推动的工作作风，
缘于该区针
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
集中攻坚目标，决心用 30 余天
时间打好项目建设翻身仗，
力争
上半年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多措并举突破
“瓶颈”
针对项目重要性及建设进
度安排，
经开区瞄准几个带动作
用强劲项目，着重实施四项活
动，
多层次共同推进。
对于落地开工项目，
重点推

进邯郸绿色智能家居、中建材碲
效服务，
经开区开展了一系列专
化镉薄膜发电玻璃、康诺乳制品
项行动，
优化营商环境。
加工等 3 个项目，实现车间主体
通过简化登记注销、优化办
税、深入“证照分离”改革等行
完工；氢能装备产业园、纳米半
导体则完成基础施工，
确保落地
动，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
项目以最快速度启动，
以强劲势
率，
全面大幅度削减事项办理时
头带动后续建设；
开始试生产的
间，
让企业项目开办提速。加快
项目，
重点推进王老吉北方生产
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建设，
基地、汉光耗材产业园项、中捷
让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
产业园 1 个子项目试生产，争取 “最多跑一次”，建成整体联动、
经过几个阶段推进建设，
项目实
部 门 协 同、一 网 办 理 的“ 互 联
现成功运转；
重点推进新裕德畜
网+政务服务”体系，提升服务
牧设备、耀森燃气装备项目达产
效能。全面落实国家各项降成
达效，协调区内各部门各司其
本政策，采取针对性、系统性措
职、做好服务，全力推进项目顺
施，合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税
利投产；对于有签约合作的项
费 、融 资 、物 流 等 成 本 ，力 争
目，重点加快美的扩产、东方电
2019 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热、蛋白提取等项目在谈进度， 近 2 亿元。
同时，
为了让项目落地速度
尽快实现合作签约，
为项目建设
提供充足后劲。
提速，
经开区通过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改革，
力争项目从立项
专项行动优化环境
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压缩至 110
为给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
工作日内。

精简项目审批环节，
整合由
同一部门实施的管理内容相近
或者属于同一办理阶段的多个
审批事项，探索并联审批改革，
推行
“多评合一”
“多图联审”
“联
合测绘”
“联合验收”等制度，统
一竣工验收图纸和标准，
对各类
审批前置条件和申报材料不再
设置“兜底条款”。加强项目用
地保障，
统筹保障辖各类建设用
地的耕地占补平衡，
合理配置用
地计划和补充耕地指标，
优先保
障省、市重点项目用地。

创新举措强化保障
实施项目分包。充分发挥
区级领导的指挥官效能，
深入现
场办公，
协调推进项目建设。分
包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项目推
进的第一责任人，
每周拿出三分
之一的时间一线帮扶，
安排一名
干部现场驻点盯办。同时，
要求
项目业主作为项目建设的责任

主体，
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安
全生产等负全责，
必须不折不扣
完成进度要求。
坚持问题会商。对项目建
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要求分
包部门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协
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解决不了
的事项及时提请包联区级领导
协调调度。同时，
建立日常会商
制度，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由
管委会领导主持，涉及区级领
导、责任单位、项目业主和有关
人员共同参加，
研究议定事项形
成会议纪要，
并根据会商议定意
见，
一督到底，
跟踪问效。
强化督导通报。实行
“一天
一督导、一天一晾晒”
，
特别是对
进展较慢的项目，
责令分包部门
和项目业主制定整改方案，
明确
赶超措施。同时，
列入每周主任
办公会议题，
由分包部门负责汇
报，
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近日，临漳县戴克电器有限公司与中国亚太经济合
作中心“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委员会及尼日利亚客商举
行了签约仪式。双方共签订价值 3 亿美元的洗衣机、空
调等产品订单协议。
张云鹏 摄

邯山区 1322.9 亩
市级储备地全部净地交付
本报讯（通讯员韩艳萍 魏晓光 代国祥）随着 5 月份总面
积 227.09 亩的 2 个市级储备地块顺利交付，邯山区两个月承
担的 9 个地块 1322.9 亩市级储备地全部净地交付，比邯郸市
下达任务完成时间提前 10 天。
此次市级储备地收储工作共涉及该区代召乡、南堡乡 2
个乡镇的 9 个地块，其中 2 个地块涉及昌硕种业和两处民宅，
启动收储达 6 年之久，却迟迟无法交付。从 4 月份开始，该区
按照制定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
快工作进度。
“迁坟难”是阻碍土地顺利交付的主因。此次土
地收储需迁的坟头多，仅南堡乡 2 个地块就有 700 多座坟
头。该区改变过去
“先进地、再迁坟”的固定思维模式，把迁坟
工作前置，在前期大量细致工作的基础上，抢抓
“清明节”前后
时机加快推进。工作中，该区对涉迁户
“一帮到底”，从迁坟选
址、启坟、迁坟等提供一条龙
“保姆式”服务。村干部带头先迁
自家祖上的坟茔，带动其他村民，一周时间内，坟茔全部顺利
外迁。此次市级储备地收储期间，该区共兑付群众补偿款
1030 户，拆除附着物 2.85 万平方米，迁坟 1352 座，移植树木
4.6 万棵，圈建围墙 4750 米，解决疑难问题 34 件。

曲周前衙村“合作”种葡萄收益好
本报讯（通讯员谷怀平 李光清）近年来，曲周前衙村党支
部从服务葡萄种植出发，牵头成立“翡翠”葡萄种植服务专业
合作社，带领群众抵御市场风险、扩大品牌效应、更新技术品
种、搞好产业转型。目前，该村集体年收入达 30 多万元。
该合作社积极规范运行模式，指导种植户统一管理、统一
农资供应、统一经营销售、统一品牌包装，下力提高葡萄质量
和市场竞争力。该村主动与中国农大等高端院校沟通联系，
下力改良品种，先后引进巨丰、黑玫瑰、8611、乒乓球等名优
品种，使该村葡萄在形状大小、品种颜色和品质口感上实现较
大突破。依托中国农大“科技小院”优势，培育新品种和无公
害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该村葡萄远销北京、天津、安
徽、山东、河南等地。每年葡萄收获季节，该村合作社统一联
系销售商，集中收购、集中运输、集中销售，保证群众最大收
益。该合作社按照 0.03 元/每斤标准，收取综合服务费，服务
费归集体支配，每年村集体净增收入 30 多万元。

邯郸银保监分局
强化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黄思宇）今年以来，邯郸银保监分局以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本源和问题导向，强化四重监管，持续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
强化定位监管。督促村镇银行坚守“立足县域、支农支
小”的市场定位，持续保持小额分散和支持三农、服务小微的
经营本色，积极引导各行着力打造“量体裁衣”式的特色产品
和服务。延伸维度监管。该局先后约谈辖内村镇银行高管和
主发起行的主管，督促辖内村镇银行坚守市场定位，引导主发
起行切实履行母行职责，指导村镇银行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狠抓风险管控。着力发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的
利器，抓好重点问题治理、薄弱环节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等方
面。创新特色监管。及时传导惠农、扶贫政策导向，引导村镇
银行积极对接扶贫政策及资金项目，吸纳扶贫专项贴息资金
及政府专项风险补偿金，争取扶贫财政贴息贷款，实现金融扶
贫与业务发展高度融合。2019 年一季度末，辖内村镇银行累
计发放 2.46 万张银行卡，交易额 35.43 亿元。

连日来，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加快 309 国道小修保养和
道路病害挖补工作，消除路面安全隐患，保障干线公路运
营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完成病害路面坑槽挖补 2 万余
平方米。
商风谦 刘振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