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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云霞）“我们

是市政府搭台，‘金融服务团’架

桥，助推政银对接，为企业在疫情

防控期间顺利复工复产持续提供

金融支持。”日前，承德银保监分

局局长高中田说。承德市委、市

政府把强化金融服务保障作为

关键一环，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组织人民银行承德市中心支行、

承德银保监分局和驻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抽调48人组成12个

“金融服务团”，下沉一线，为企

业复工复产“输血”。

精准对接
政银企协同发力

“我们采取线上、视频和

现场等方式，按区域、按行业、

按企业类型等多种形式组织

开展银企精准对接活动近 50

场，向 400多家企业宣传推介

疫情期间的金融优惠政策和

各家银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和扩大生产的具体信贷产品

和金融服务，实现银企信息及

时共享和有效对接。”承德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服务科

科长杜延辉说。

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着营业受

阻、还款能力不足等困难，12个

“金融服务团”赴承德市11个县

（市、区）、承德高新区和御道口牧

场管理区开展金融政策宣传推

介，坚持银企对接和政银对接共

推进、两手抓，政银企协同发力。

据了解，仅3月12日-13日

两天时间，12个“金融服务团”

与近300家企业进行了深入对

接洽谈，针对全面复工遇到的问

题逐企业提出解决方案，能解决

的尽快落实到位，对暂不具备贷

款资格条件的企业，帮助其研究

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并为部分企

业提供上门对接服务。

承德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达

成深度合作，以网络视频连线的

方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省

农发行将对承德市防疫物资生

产、春耕农资供应、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和教育、棚户区改造等民

生保障领域给予支持，共涉及

49个重点项目、信贷金额88亿

元；省工商银行将对承德市企业

复产复工、重点项目建设、制造

业转型升级等多个领域给予支

持，涉及重点项目26个、信贷金

额200亿元。

政府搭台 银行领办
量身定做服务方案

2月25日，承德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人行承德市中心支行、

承德银保监分局组织召开“金融

服务团”银行领办专班视频会

议。会上，承德市政府副秘书

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薛

莲蒂说：“我们建立重点骨干企

业金融服务保障工作银行领办

机制，就是按照‘政府主导、银行

领办、条块结合、协同作战’的原

则，结合全市重点骨干企业在银

行开设的基本户及信贷投放情

况，点对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资金困难，全面提升金融服务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记者了解到，“金融服务团”

逐一对企业的“资金管理、资产

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进行

分析判断，量身定做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承担企业金融服务主要

责任，跟踪督办推动，切实做到

不停贷、不抽贷、不限贷和应贷

尽贷。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李代姣）3月23日，

在位于唐山的津冀（芦台·汉沽）协同

发展示范区的伦登风机科技（天津）有

限公司，137套救护车负压系统风机顺

利交付。这批风机将被搭载在负压救

护车上，运送至全国各地，用于运送新

冠肺炎患者，保障医护人员安全。截

至目前，该公司累计交付负压系统风

机2700套。

为满足防疫风机生产需要，2月

初，津冀（芦台·汉沽）协同发展示范区

落实唐山“惠企政策20条”，从北京引

进工信部重点防控物资企业——北京

核信锐视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目前，

该公司已与伦登风机联合研发了直流

型负压救护车负压过滤系统、发热门

诊负压气溶胶过滤防护系统、隔离病

房负压气溶胶过滤防护系统、负压接

诊桌气溶胶过滤防护系统等9种应用

于疫情防控的应急设备。

自2017年入选国家首批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以来，唐山作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和钢铁去产能重

点地区，积极加强与京津合作，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提高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

唐山的探索与实践，是我省紧抓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赋能当地产业

升级的一个缩影。通过帮助疏解企

业腾笼换鸟、做大做强，助推当地高

质量发展的故事，在燕赵大地上不断

上演。

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牛鼻子”，围绕落实“三区一基地”功

能定位，6年来，我省加快建设全国产

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积极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一方面，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优

化布局推动集约发展。去年，石保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区32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促进机制，优化创业创新环境，创新活力被

极大激发，成为我省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和经济增长

新引擎。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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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信贺
宁 张梅胜 邢丁 李亮亮）疫
情防控期间，由内丘县融

媒体中心制作的《医宗

扁鹊》系列动画片，在

央视频客户端首

页刊播，同时在

学习强国总平台刊

播专辑，收到无数网

友点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省各地县级融媒体中

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整合

资源、全媒联动，传播党和政府

权威信息，纾解群众紧张情绪，

倾情服务群众需求。

多媒体多形式联
动，舆论引导稳民心

疫情防控期间，内丘县大垒

东村的“百姓代言人”郝胜利，每

天都会把“百姓代言人”微信群

里的信息转发到村里的村民群、

舞蹈群、党建群等7个群，覆盖

全村400多户人家。

内丘县融媒体中心通过“百

姓代言人”微信群，及时转发中

央和省市县防控疫情的决策部

署、各地的措施成效、身边的感

人故事等。这些信息又通过

380名“百姓代言人”第一时间

转发到全县309个村和60多个

社区微信群，在全县群众中广泛

传播。

作为全县疫情防控知识宣

讲代言人，威县融媒体中心主播

王乐先后录制了《挺住武汉，加

油威县》《守在家，为大家》等短

视频，全媒体宣传威县抗疫进展

和防护知识，增强全县人民抗击

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突出融

合传播的功能，发挥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优势，冲

在疫情防控宣传第一线。辛集

市融媒体中心以广大一线医务

工作者和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同

时间赛跑、与疫魔较量为宣传重

点，采访制作了大量融媒体产

品。他们与长城新媒体集团辛

集记者站联合制作的《政策+服

务推动企业复产加速度》，反映

了辛集市积极出台落实惠企政

策，各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破

解复产复工难题，确保经济稳定

运行。

针对农村老年人偏多，不习

惯用手机查看信息，阜平县把县

委、县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和防护知识录制成“大喇

叭”音频，并根据疫情动态不断

补充更新，在全县各个乡村、社

区播放；武强县融媒体中心与各

村党支部共同利用智能应急广

播系统，各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大

喇叭“硬核”喊话，确保村民不信

谣、不传谣、不恐慌。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火力全

开”——微信公众号、电视节

目、H5、直播、抖音快手短视频

等，及时把抗击疫情的最新信

息、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防控

疫情的科学知识、人民众志成

城的坚强意志，进行全景式、立

体化呈现。

搭建供求信息平
台，服务群众“零距离”

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供暖

问题，解决多个村群众急需口罩

的问题，帮助村民买到急需的药

品，帮助山区群众取送快递……

“疫情防控期间，服务群众不能

停。”内丘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段

晓勤说。

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较大影响，越是这个时候，企业

越需要帮扶、群众越需要关心、

基层越需要支持。我省各县级

融媒体中心顺势而为，精准定位

群众和企业需求，组织记者到大

型超市、农贸市场、生产车间、田

间地头采访，打消群众对购买生

活必需品的恐慌情绪，报道各地

援企惠企的利好政策，增强了企

业复工复产的信心。

（下转第二版）

县级融媒体中心全媒联动强化引导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 通讯员张娜）省气象台3月25日

11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省气象

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于3月25日下午印发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各部门加强应急值守，及时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

灾害事件，切实做好此次雨雪大风降温天气的防御工作。

据预报，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

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

北风7～8级，阵风9级。27日～28日早晨，全省最低气

温普遍下降8℃～10℃，局地下降12℃以上。张家口、承

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至-12℃～-8℃，其中坝上地区

可达-15℃～-12℃，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最低气温降

至-1℃～3℃，其他地区-6℃～-2℃。25日夜间，张家口中

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转大雪，张家口南部、承德

南部、保定西北部有小到中雨转雨夹雪。26日白天，张家

口、承德北部多云，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

北部阴有雨夹雪。

通知指出，各级气象部门要加强监测、分析、会商和预

报，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持续关注大

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及次生、衍生灾害，强化与各级林业

和草原、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海事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提

供及时、准确、有效的预报预警服务。

大风寒潮来袭
各地做好防御

内丘县内丘县““百姓代言人百姓代言人””富仁海富仁海（（左左））为为

村民代买粮油村民代买粮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右图：唐山海港开发区融媒体

中心记者采访海港开发区复工

复产情况。 李磊 摄

左图：武强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利用农村“大喇

叭”传播面广、灵活迅速的优势，将疫情防控

政策和相关信息传播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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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 日，广宗县大柏社村农民在温室大棚整理

灵芝。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广宗县委县政府分

类指导、精准施策，积极帮助解决复工复产中存在的

问题，不断改革农业产业发展机制，大力推动特色农

业种植，在政策、资金、技术上跟踪服务，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初步形成集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新兴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新亮点。 梁智晓 高晓辉 摄

3月25日，在位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的河钢石钢

搬迁项目施工现场，由石家庄思凯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的130吨吊装猫头型铁塔组立工程顺利完成。

河钢石钢搬迁工程是省重点项目，石家庄思凯电

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电力配套工程以来，大力推进模

块化建设、机械化施工。目前，河钢石钢搬迁工程变

电站电气设备安装完毕，17座输电线路基塔全部浇筑

完工，铁塔组立施工顺利推进，为项目按期投产打下

坚实基础。 记者 任光阳 摄

承德：“金融服务团”为复工复产“输血”

我省打通战“疫”宣传“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