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马静）公交延

长时间至23∶00、打造夜经济打

卡地、营业主体不打烊、打折促

销……为激发城市活力，促进

消费升级，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推动国际化城市建设，日前，石

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石家庄市关于推进夜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石家庄市夜经济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石家庄市

2019年推进夜经济再提升工作

方案》，多措并举推进夜经济高

质量发展。

优化夜间公共交通服务

周末和节假日，适当延长地

铁运营时间。做好公共交通运

输保障，重点商业街区和重点商

圈区域周边，途径主干线路公交

车运营时间延长到23∶00以后，

适当增加道路限时停放车位，

23∶00前停车收费标准不高于

白天，部分区域实行限时免费，

加强出租车、网约车管理，提升

服务质量。

培育夜消费风情街区

制定全市商业街区建设发

展规划，推动各街区按照“一街

一案”标准制定建设提升规划。

市区和正定县重点打造中山路、

民族路等12条特色商业示范街

区，加大商业街区道路建设、屋

顶设计、亮化、绿化等基础设施

建设改造力度，纳入市政建设项

目，市、区（县）两级政府财政共

同投入。各县（市、区）分别建设

1-2条特色商业街区，鼓励新建

特色商业街区。允许批准的特

色商业街区，在规定时间和划定

的区域开设外摆位；鼓励街区在

建筑装修、灯光灯饰、牌匾设置

等突出特色。

打造夜间活动品牌

石家庄市七区、高新区和正

定县分别组织50-100场夜间

商业、文化等不同形式的活动。

支持企业单独或者联合举办商、

旅、文、体、娱等相结合的各种活

动。经城市管理部门备案同意

后，允许企业利用门前广场举办

促销、文化娱乐、运动比赛、展览

展示活动。允许沿街商户利用

街面开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

推出一批最火夜间活动等市民

喜爱的“打卡地”。

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鼓励综合体、商场、超市、餐

饮等场所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开

展自然闭店、不打烊等夜间促销

活动。支持品牌连锁企业加大

24小时便利店建设布局。推动

体育馆、图书馆等夜间延长时间

至21∶00，免费对外开放，方便市

民参观学习、比赛锻炼；引导重

点商街、商圈区域范围餐饮、影

院、书店等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开发休闲消费“打卡地”

策划组织一批特色突出的

夜间文化演出活动，对面向大众

常年夜间演出的场所给予一定

的补贴。支持利用公园、广场等

场所举办公益性演出、免费健

身、灯光秀等活动。积极引进国

际国内重大赛事，组织在体育场

馆、商业街区等开展夜间篮球、

乒乓球等群众参与度高的体育

活动，形成一批夜间休闲消费

“打卡地”。

点亮城市夜生活

主城区扩大夜景亮化范围，

主干道夜景亮化设施和大型建

筑物闭灯时间延长到23∶00，公

园、广场亮灯时间延长到 22∶

00。大型商业设施楼体和商业

街区亮化纳入城建统一实施，鼓

励重点商业街区、商业综合体等

组织开展夜间灯光节、文化演

出、美食节等主题活动。

与此同时，今年，石家庄还

重点组织正定县、市七区和高新

区开展夜经济再提升工作。着

力建设提升中山路繁华商业大

道、民族路现代智慧体验步行街

等12条特色商业街区，开展夜

间休闲消费活动，打造一站式夜

间消费品质商圈。

“““““““““““““““““““““““““““““““为激发城市活力，促进消费升级，日前，石家庄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家庄市关于推进夜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着力形成一批夜间
休闲消费“打卡地”，打造一站式夜间消费品质商圈，
推进夜经济高质量发展

石家庄市法官协会法官
权益保障委员会成立

在行唐县西部丘陵地带有

一个村庄，因建于龙门沟北岸而

得名沟北村。近年来，该村通过

强组织、兴产业，蜕变为众人口

中的“幸福村”，从一个贫困村发

展到各项产业蒸蒸日上的“新

村”，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实现了

华丽蜕变。

2003年以前的沟北村是行

唐县翟营乡有名的穷村、乱村、

信访大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各类矛盾纠纷层出不穷……

2003年，沟北村新班子集体上

任后，以让群众满意为考量，大

刀阔斧锐意改革，使村子逐渐踏

上了发展之路。

为彻底解决村民的吃水问

题，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研究决

定集资修建水塔。打井、建水

塔、修自来水管道，村委统一管

理，终于解决了全村长期以来吃

水难用水难的问题。沟北村以

前的村路窄而不平，每逢下雨，

出村的路更是变成了一条臭水

沟。党员带头，一家一户做工

作，整理街道，带领村民义务修

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一件一件实事做下来，让乡亲们

心气顺了，干劲足了。

要想发展就要解放思想。

沟北村多次组织召开党员会、村

民代表会，组织党员、村民代表

外出参观考察，探索发展出路，

根据本村实际，确定了大力发展

种植产业的路子。村“两委”班

子带领村民发展冷棚种植，种植

甜瓜和蔬菜。

要想群众干，干部做示范。

“大伙都没种过大棚，有些担心，

我们就把自家的地种上大棚，大

伙看到效果后肯定会明白的。”

当时的村委委员杨称心说。

2013年，通过村干部带头，沟北

村种了90亩大棚甜瓜，在技术

员的指导下建棚、移栽、管理，开

始了设施农业的发展。瓜熟了，

村干部们纷纷跑出去找销路，甜

瓜销售完以后，紧接着在大棚里

种上了茄子、豆角、西红柿等应

季蔬菜。第二年，看到效果的村

民们纷纷改种大棚，种上了甜瓜

和蔬菜。截至目前，沟北村共建

有冷棚96个，面积达310亩，育

苗暖棚8座，农民增收310多万

元，更是带动230个贫困户850

人，人均增收2100多元。

2018年，沟北村新一届“两

委”班子诞生，换届不换发展的

思想，新“两委”继承了上一届村

“两委”的务实作风，一心为民办

实事。引进了反季节韭菜种植

项目，在2018年试种50亩，取

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今年

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投资

124.69万元集中整合村民150

亩土地进行托管，扩大反季节韭

菜种植。

“初步估算，该项目每年可

为合作社和村民分别增收75万

元和30万元。投资80万元的

两座100吨冷库项目正在建设

中，投资109.6万元的服装加工

‘微工厂’项目已经立项，计划今

年建成投产。”说起以后村里的

发展前景，沟北村党支部书记甄

素勇信心十足。

现如今的沟北村，街道硬化

了，路灯亮起来了，村民文化广

场建起来了……乡亲们的腰包

越来越鼓，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暑假期间，来栾城区图书馆读书和借书的学生、家

长络绎不绝。截至目前，新办理借阅证300余个，图书

借阅3万余册次，接待读者上万人次。据了解，该区图

书馆每周都在馆内举办培训及各种文化活动，惠及广大

群众。 李明发 摄

近日，石家

庄各地开展校

车“体检”迎开

学活动，加强校

车安全检查和

维护，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

校 车 安 全 运

行。图为新乐

市交警大队民

警对一家校车

公司的校车进

行安全检查。

贾敏杰 摄

石家庄市老年人免费乘坐
公交车年龄放宽至6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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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难”变身“幸福村”
——行唐县沟北村产业兴村纪实

□记者 解哲琳 郑皓天

石家庄点亮一批夜经济“打卡地”

扫码获悉办理方法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日前，记者从石家庄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获悉，自2019年12月1日起，石家庄市65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汽车了。根据石家庄市《关

于印发〈石家庄市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公交

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年龄

放宽到65周岁。

为了确保65周岁（含）以上70

周岁以下老年人顺利办理敬老卡，

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于8月22日

至11月10日为该年龄段的老年人

统一集中办理。

石家庄市场主体总量
达103万户

本报讯（记者马静 通讯员孙婷）近日，记者从石家庄

市行政审批局获悉，截至8月末，石家庄市今年新增市场

主体16.51万户，同比增长30.31%，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到103万户。万人拥有市场主体突破1000户，位列全省

首位。

自国家和河北省推进“放管服”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

境以来，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以“三深化、三提升”和机关

效能革命活动为抓手，认真落实商事制度改革举措，激发

了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石家庄先后实施“住所信息申报

制、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等突破性改革举措，降低创业门

槛和成本，深化“多证合一”改革；全市实行“五十二证合

一”，以“减证”带动“简政”，放宽企业准入门槛；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有效破解了困扰企业的“准入不准营”难

题。冠“石家庄”区划企业名称实行自主申报制，将开办

企业时间压缩至2.5个工作日以内。个体工商户注册登

记推行“云窗办照”，通过手机扫一扫，即可实现全程电子

化登记。

元氏：石榴映红富民路
本报讯（记者张霖）近日，

记者来到元氏县北正乡时家庄

村，只见满山的石榴树将山坡

装扮得绿油油的，红彤彤的石

榴在一片绿叶中若隐若现。

时家庄石榴种植可以追溯

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早期种

植石榴的技术比较落后，品种

较老，当时的石榴颜色难看不

说，个头还小，产量也低，每亩

地一年的收成才几百元。在县

有关部门的扶持和引导下，该

村培育出了一个优质石榴新品

种，平均单果重625克，最高达

1250克。2004年，新品种通过

河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定名为“太行红”，注册商标

“馥凯”。

“1亩地可栽40棵石榴树，

1斤以上的石榴分档论个卖，不

足 1 斤 的 论 斤 卖 ，亩 产 在

4000-5000 斤。按现在的行

情，每亩大约能卖2万元，今年

又是一个丰收年了。”在果园里

浇水的时素凯笑着对记者说。

近年来，元氏县北正乡从

区域实际出发，抓住山区资源

优势，努力把林果业发展成乡

域经济的核心。通过“走出去

观摩、请进来教学”的方法，帮

助农民开阔眼界、转变思想，明

确了现代种植新理念。此外，

大力实施了“科技上山入园”工

程，针对建园不规范、品种良莠

不齐造成果品低质、低产、低效

等问题，通过该县林业、科技等

部门牵线，聘请省农科院林业

专家常年开展科技指导，不断

提升林果种植效益。

目前，北正乡时家庄村已

成为华北地区石榴种植最多、

名气最大的石榴专业村，全村

现有石榴4000亩左右，成规模

石榴庄园 80 多个，辐射全乡

1万余亩，并被省科委命名为

“河北省优质石榴基地”，被省

无公害果品生产管理办公室认

定为“无公害果品产地”。

现如今，石榴已成为元氏

县西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

要产业。目前该县已种植太行

红、满天红、泰山红等多个品种

的石榴8万亩，产品销往北京、

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

近年来，元氏县凭借山区、

半山区的地理优势，根据各村的

种植习惯，扶持和引导各村发展

特色林果业，先后形成了以石

榴、核桃、大枣、柿子等特色种植

乡村，凭借这些山区特色果品，

开通了多条山区特色采摘休闲

旅游线路，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

业的发展，让本地农民足不出户

就实现了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张霖）近日，记者从石家庄市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石家庄市大力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全市3862个村庄建立了日常保洁

制度，做到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基本建立了“村收集、乡

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为做好全市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石家庄市按照“每

百户配备一名保洁人员”的标准，对全市18977名保洁

人员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工作高效运转。与此同时，建

成乡镇转运站 72座，配备大中型垃圾密闭收集车 692

辆，大中型垃圾密闭转运车213辆。今年以来，共出动

271.96万人次、32.55万车次，清理农村生活积存垃圾和

日产日清垃圾116.45万吨，有效促进了农村人居环境的

改善。

石家庄3862个村庄
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 通讯员

王文彬）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新

形势下的全市法官权益保障工

作，切实保障法官履行职责，树立

司法权威，近日，石家庄市法官协

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大会选举产生了石家庄市法官协

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和40名委员，审议通过了

《石家庄市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

障委员会工作规则》。

本报讯（记者康义涵）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完善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养老服务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18年底，石

家庄市共建设养老机构209家，养老床位总量32916张，

自今年起计划三年内新增养老床位数1.26万张。今年计

划建设27个养老服务项目，新增养老床位3800张，目前已

基本完成14个项目建设，增加床位2401张。

石家庄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对已建成且符合要求的综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最高给予

8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满一年且达到相关标准

的，给予最高15万元的年度运营补贴。同时，在老年人口

密集的街道开展10-50张床位的小微型嵌入式社区照护

中心试点建设，推动医养融合深入社区。

石家庄市民政局建立从优秀的养老护理员中推荐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的工作机制，对达到规定条件

的养老护理员进行不同标准的岗位补贴，对参加相关保险

的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给予参保费用80％的财

政补贴。

石家庄未来三年将新增
养老床位1.26万张

本报讯（记者解哲琳 通讯

员石佳琦）近日，石家庄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开全市市场监管

系统2019年“网剑行动”动员部

署大会。

此次行动是以落实《电子商

务法》为统领，规范网络经营行

为，净化网络市场交易环境，维

护良好网络市场秩序为总体目

标的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运

用线上线下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

行政处罚等手段，推进网络市场

监管。工作重点主要涉及做好

助力规范电子主体资格，营造良

好准入环境；严厉打击网上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不安全食品及假

药劣药，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严

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入开展互

联网广告整治工作，营造良好广

告市场环境；依法打击其他各类

网络交易违法行为，有效净化网

络市场环境；强化网络交易信息

监测和产品质量抽查，营造良好

消费环境；落实电子商务经营者

责任，营造诚信守法经营环境。

石家庄部署“网剑行动”
严打网上售假行为

激发城市活力 促进消费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