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来临之际，中铁电气化

局一公司建筑分公司举办“弘扬抗疫精神 争做电化

先锋”为主题的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弘扬抗疫精

神、观看优秀党员先进事迹。该活动增添了党员争创

一流的干劲，为企业复工复产保增长做贡献。

李永鑫 摄

廊坊莱尼是北京奔驰的主要线束供应商，

公司现有标准化、全工序生产工厂两座，新厂区

初步规划设计产能30万台套/年，相应配套投产

项目为北京奔驰新增项目。

今年1至5月份，该公司生产满负荷，产量

与去年同期持平，计划年产50万台套。预计年

产值比去年增长20%。目前，每天有千余套整

车线束系统成品被打包装载运至北京。该公司

已吸纳4000余人上岗就业，其中50%员工来自

三河市。 记者 任光阳 祝雪娟 摄

廊坊莱尼：
生产满负荷 稳岗保就业

员工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进行分装作业员工在自动化立体仓库进行分装作业。。

本报讯（记者信贺宁）俯瞰，

依傍渤海湾建造的盐池呈棋盘

状分布，每一个“棋格”里都孕育

着金秋的海盐丰收。经过晒制

的海盐，是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

经济开发区发展盐化工业的主

要原材料。

南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海盐年

生产能力188万吨，纯碱年生产

能力230万吨，目前已形成上游

海盐生产、中游“两碱一化”、下

游氯气利用的强链条盐化工产

业发展格局。

走进唐山三友集团旗下的

纯碱分公司，一条条管道纵横交

错，管道里流动的是从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运来的

浓海水。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首

钢京唐公司海水淡化项目会产

生大量含盐及杂质的浓海水，

直接排放会造成污染，而唐山

三友集团纯碱分公司化盐制碱

恰恰需要浓海水，以降低盐耗

和水耗，因此双方有机联合，打

造出了一条绿色循环经济产业

链条。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沿海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

加快发展特色海洋经济，扩大

海水综合利用，构建集电力生

产、海水淡化、浓盐水综合利用

和盐化工等一体化发展的循环

经济产业链，推动沿海经济带

在全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而唐山

三友集团的海水化盐制碱、首

钢京唐公司的海水淡化正是曹

妃甸区发展海洋化工循环经济

的典型代表。

“盐业生产与海水淡化相

结合，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和

综合效益，增强企业自身竞争

力。”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首钢京唐

二期配套海水淡化项目正在进

行设备预调试，投产以后将为

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再添

一抹亮色。

该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

新动能，曹妃甸区以南堡经济

开发区具备的海洋化工、硅材

料两大产业优势，积极启动了

南堡化工新材料片区建设，目

前正在推进总投资225亿元的

17 个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其

中，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正

在建设一条年产1万吨电池级

氢氧化锂联产1万吨电池级碳

酸锂生产线，计划今年8月份

投产；唐山三孚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75000吨硅烷偶联剂项

目一期今年年底投产……到

2022年，17个项目将全部建成

投产，届时曹妃甸区可新增产

值 350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5000余个。

据了解，硅烷偶联剂属于国

家鼓励发展的有机硅新材料，同

时，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主要产品三氯氢硅是硅烷偶

联剂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项

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延伸曹妃甸

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降低生产

成本，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

附加值。

下一步，曹妃甸区将结合

编制“十四五”规划，谋划启动

南堡化工新材料片区二期5000

亩北部扩区工作，并以打造海

洋化工产业升级版为目标，以

发展“专精特优”新材料产业为

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大

项目建设力度，把片区打造成

国内最大的海洋化工循环产业

基地和北方最大的硅材料产业

基地。

一张强链条布局盐化工

业，打造现代化工产业集群和

循环经济圈，加快海洋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正在曹妃

甸绘就。

唐山曹妃甸区：

强链条布局盐化工 循环经济再添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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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丽钧）从6

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

北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全面推进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实现全

覆盖。对没有独立业务系统的

单位要求今年6月底前完成（目

前已完成改革）；对有独立业务

系统需要与非税收入管理系统

对接的单位要求今年9月底前

完成。

据悉，2017年11月我省被

确定为第二批改革试点省份。

在成功试点基础上，2018年11

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全面推开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

知》，要求试点地区将财政电子

票据管理改革推广至全部单位

和全部财政票据种类。据此，

结合我省改革推进情况，决定

自2020年1月1日起全面启用

财政电子票据。目前，我省各

种类票据已在全省各级、各类

执收单位全部试点成功，已覆

盖10个票据种类、206个县（市

区）、17444个执收单位，共开具

财政电子票据157.3 万张。已

经实现了个人网银、企业网银、

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扫码、

POS机、微信公众号等丰富多

样的电子化缴款方式，便民利

民服务水平和效率明显提升。

我省是整体推进最快、覆盖范围

最广的省份。

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姚绍

学介绍说，省财政厅在广泛调

研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科学制定财政电子票据管

理改革及系统设计方案，明确

了改革目标、基本原则、改革内

容、时间步骤和保障措施等要

求，绘制了改革路线图。我省

坚持与非税收入电子化收缴系

统和非税云缴费平台一体开发

建设，力求最大限度节约研发

成本。坚持与省政务服务平

台、公安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河北健康云等系统相

互融合，互联互通，力求满足各

个部门的业务系统需要。坚持

统一“设计、开发、建设”，统一

“部署、管理、运维”，力求建成

全省统一、功能全面、全程可控

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

在改革推进上，坚持试点

先行、由点及面、分步实施的原

则，有序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

理改革。选择便民需求比较迫

切的单位，主要是民生关注度

较高的执收单位和项目。选择

代表性比较强的单位，主要针

对收费人员较多、频次较高且

单位有内部业务管理系统，需

要与我省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开

发对接的单位。

省财政厅非税收入处副处

长孙弋飞说，实行财政电子票据

对于票据的保管和核销将会更

加方便。

下一步，我省将尽快完成财

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与省卫健

委“河北健康云”的对接，解决乡

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无法开具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的这个全国

难点问题，切实打通基层医疗电

子票据“最后一公里”。

我省9月底前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
目前已开具157.3万张财政电子票据

本报讯（记者李丽钧）雄安

新区作为省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改革试点地区，4月30日，全区

（含三县）283家用票单位实现

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截至6

月22日，开具408984张电子票

据，涉及金额29368万元。

雄安新区财政支付中心副

主任孙智英介绍，省财政厅把雄

安新区作为我省改革全覆盖试

点地区，以雄安新区的“先试先

行”引领全省“齐头并进”，雄安

新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将按

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加快开发

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的非税收

入和电子票据系统。充分发挥

雄安新区财政电子票据已经实

现全覆盖优势，依托区块链等创

新技术，全链条穿透式整合所有

财政非税业务，覆盖所有缴费渠

道、辐射所有执收单位，统一规

划财政非税业务，形成相互支

撑、有效监督的完整体系，实现

业务流程标准化、决策辅助智能

化、数据应用常态化、监督执行

透明化、预测预警精准化，探索

和建设面向未来的财政非税管

理新模式，推动财政管理持续深

化改革。

雄安新区283家单位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王林红）从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获悉，近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420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输水

工作圆满结束，工程运行良好，调度平稳有序，期间输水19

亿立方米，其中生态补水9.5亿立方米，助力华北地区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此次加大流量输水自4月29日正式启动，陶岔入渠流

量逐步从350立方米每秒设计流量提升至420立方米每秒

加大设计流量，5月9日到达峰值。目前，陶岔入渠流量由

420立方米每秒逐步调减。加大流量输水历时50余天，输

水19亿立方米，向沿线35条河流生态补水9.5亿立方米，有

效缓解了华北地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困局，恢复了河

道基流，河道水质明显改善，沿线地下水位逐步抬升。

据全省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位监测情况通报显示，截

至今年5月底，我省浅层超采区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明显减

慢，有39个县（市、区）水位回升，雄安新区、衡水、沧州等地

上升明显。全省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与上年同比

上升1.85米，有47个县（市、区）水位回升，衡水、保定、廊坊

等地上升明显。

我省深层地下水超采区
39个县（市、区）水位回升

本报讯（记者郭洪杰）从省住建厅获悉，截至2019年

底，我省共创建五星级公园47个、四星级公园146个、四星

级游园10个、三星级公园180个、三星级游园197个、二星

级公园46个、二星级游园15个。

6月17日，《河北省星级公园评定办法》《河北省星级公

园评定标准》《河北省星级游园评定标准》出台，要求全省各

地当日起遵照执行。据了解，此次星级公园游园评选办法

与标准是在2012年我省制定的《河北省星级公园划分与评

定标准》基础上修订完善的。

全省城镇范围内已建成且正式开放2年以上的城市公

园（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游园等公园绿地），

可依据《河北省星级公园评定办法》申报星级公园。星级公

园划分为五个星级，最高为五星级，最低为一星级。星级越

高，表示公园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水平越高。星级用五角

星表示，五角星数量对应相应星级。星级的标志、标牌、证

书等由省住建厅统一规定。

本次修订印发的《河北省星级公园评定标准》包括规划

建设、绿地管护、园容卫生、运行管理、安全秩序5大类31项

标准，新增了海绵城市、林荫停车场等新理念，强调了应急

避险、公园公益属性等新要求，设置了四星级、五星级公园

需达到的条款，更新了相关管理服务标准的内容和分值。

为提高城市“口袋公园”建设管理水平，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此次单独制定了《河北省星级游园评定标准》，包括4

大类14项具体标准，主要侧重于游园绿地建设水平和养护

管理要求。

我省发布星级公园游园评定标准
47个公园被评为五星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6月29日，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新天绿

能”。该公司已于2010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此

次登陆A股，开创了国内新能源企业同时两地上市的先例，

成为国内首家A+H风电及天然气运营上市公司。

新天绿能成立于2010年2月9日，由股东河北建投与

建投水务发起设立，是华北地区领先的清洁能源开发与利

用公司，主营天然气销售业务及风力发电业务。公司天然

气业务板块在我省内从事长输管线和城市管网的运营和燃

气销售，风电业务板块在河北、山西、新疆、山东、云南、内蒙

古等地区从事风电场的规划、开发、运营及电力销售。

该公司此次公开发行股票13475万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3.50%，发行价格为3.18元/股。本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主要用于河北建投丰宁森吉图风电场（三期）150MW工

程项目。

新天绿能在上交所挂牌
成国内首家A+H风电及天然气运营上市公司

新华社石家庄6月27日电
（记者白明山）“不偷懒，不挑活，

一个能顶三个劳力！”在河北省

辛集市保高丰农场，农民姚会军

指着一台正在作业的农机说，

“农场的500亩地只用3天时间

就能完成播种，过去得干一个多

星期呢！”

姚会军说的是由河北农业

大学新研发的无人驾驶播种

机。这台农机虽“相貌平平”，但

小机身里藏着“大本领”。原来，

这台无人驾驶播种机装载了北

斗卫星导航和电子雷达避障系

统，通过机头的接收器进行信号

传输，实时收发经度、纬度等数

据，控制机身按照设定路线均速

行驶。

“走得直，前后误差不会超

过2厘米，可以精确设置播量，

种子不遗漏、不重复。”河北农业

大学教授张晋国说，高科技赋予

了农用机械“感知”与“思维”，让

农业踏上“云端”。

如今，无论是夏播夏管，还

是秋收秋种，智慧农机在广袤农

田大展身手，提高作业效率和作

业质量的同时，让农民变身“甩

手掌柜”。

在辛集市马兰农场病虫监

测站，“电子调查员”夜间上岗

了。只见测报灯在夜幕下定时

开启，利用病虫的趋光性原理将

其诱杀。死去的病虫落入传送

带，智能相机感应到后启动拍照

功能，随后图片经网络传送至手

机App，完成田间病虫害预警。

“田间病虫调查，过去以人

工为主，耗时耗力。这台智能设

备的应用，使监测手段更加多元

化，也提高了预警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对于这位新成员的业务

能力，辛集市植保站站长王丽川

相当满意。

辛集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

记李玉振说，下一步还将与国内

高等院校密切合作，把更多新科

技引进田间，让农民轻松种地不

发愁，让土地实现高产高效。

谁来种地？“云端”农业解题有妙招

员工在进行线束绑扎作业员工在进行线束绑扎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