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滕雪叶 记者 祝雪娟

本报讯（通讯员蔡欣舫 张
杉）连日来，广阳区扎实开展中秋

月饼安全专项检查，加强监管，营

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该区对月饼生产企业进行实

地督导，重点检查月饼生产场所

卫生状况、出厂检验和留样制度

是否落到实处，并深入生产车间、

原料库、成品库等区域，检查原辅

材料采购索证索票是否完整、是

否存在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产品出厂是否严格执行出厂检验

制度、产品生产记录和检验记录

是否完整等关键环节。

广阳区
开展月饼生产专项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陈哲 记者

祝雪娟）近日，廊坊开发区表彰优

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近年来，

该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不断加大投入，优化资

源配置，教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

按照打造京津冀“百年建筑、

一流工程”的标准，该区5所小学

先后建成投用，增加学位超8000

个，1所中学、1所小学建设正加

快推进，2所小学延伸布局，一座

座标准高、设施一流的学校拔地

而起。该区突破教师编制瓶颈，

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近700

名，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

师队伍发展壮大。他们还结合教

师工作生活实际，持续完善一系

列服务保障机制，使教师权益保

障更加有力。

廊坊开发区
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本报讯（通讯员徐巍）今年以来，霸州市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抓手，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今年，该市老旧小区改造共计21个小区，涉及居民

720户，项目总投资2400余万元。通过改造，该市将全

面解决老旧小区建筑物和配套设施破损老化、市政设施

不完善、环境脏乱差、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老旧小

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社区治理

体系趋向完善。为确保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该市组织

技术人员对改造工程质量进行不定期检查，协调监督改

造工程的实施，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

难，全力确保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如期完成。

霸州
确保老旧小区改造如期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庞博）连日来，安次区组织实施

基础设施、社区创建、市容环境、公共秩序等提升行

动，提升群众幸福感。目前，全区46个社区管理上档

升级，15个市场经营秩序不断改善，空中飞线、破损

建筑物外立面、沿街破损路面等整治工作高效推进。

截至目前，该区各社区（小区）清理垃圾杂物3万

余立方米，拆除私搭乱建74处，156个小区“空中飞

线”改造正在施工；清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贴乱

挂等2800余处；规范市场摊位摆放及店外经营百余

户，引导、督促、规范摆放车辆千余次，清理乡村路面

积土3980平方米、公路沿线堆积物1310立方米。

安次区推进城乡文明创建

近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开展“感恩教师”主题活
动。学生们手工制作感恩卡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
情。图为大厂城区第一小学学生将自制的教师节
感恩主题卡片送给老师。 刘亮 何赛 白万军 摄

“““““““““““““““““““““““““““““““9月15日，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
节拉开帷幕。廊坊的景泰蓝、陕西省渭南市的华县皮
影、赫哲族的鱼皮制品、阿塞拜疆的地毯、匈牙利的海兰
德瓷器、斯洛伐克的彩瓷餐具和21世纪头饰、俄罗斯的
勺子舞……为参观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艺术感受

促进国家间促进国家间““民心相通民心相通””

屏风、宝座、仙鹤、香炉……

13件景泰蓝作品造型典雅优美、

色彩鲜艳夺目、图案华丽多姿。

9月15日，2021“一带一路”·长

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拉开帷

幕，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交流中心二楼“丝路长廊”“魅力

京津冀”非遗专题展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景泰蓝宫

廷组合让人震撼。

“景泰蓝制作需要制胎、掐

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

等10余道主要工序。如果连小

的工序也算上，一件作品要经过

108 道工序，且全部需手工完

成。”廊坊展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艺术节期间，共展出景泰蓝宫廷

组合、秸秆扎刻、仿古瓷、面塑、

古建模型等22个项目、80多件

展品。这些都是廊坊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展期预计将

持续到10月7日。

廊坊的历史文脉传承颇具

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明珠璀

璨。目前，全市成功申报入选国

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2项、省级

115项，国家级项目总数居全省

第二。从2007年至今，该市22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先后

申报并争取了中央专项资金共

计1400余万元，使非遗项目技

艺不断提高，传习场所不断改

善，传承队伍不断扩大。

在“百年百艺”民间文化艺

术展，记者遇到了华县皮影制作

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

天喜。他是陕西人，擅长皮影设

计、雕刻，皮影雕刻工具的制作

以及牛皮的刨制等工艺。汪天

喜说，“很高兴能来廊坊参加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

文化艺术节，希望通过参加这

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华县

皮影的文化和历史，同时学习

其他传承人的传播方式，努力让

华县皮影走进千家万户。”

“这款黑色的背包，还有这

件衣服都是由鱼皮制作而成。

鱼皮制作技艺是赫哲族人宝贵

的遗存文化。其精美的鳞纹、

苍朴的韵味、神秘的萨满文化，

赋予了赫哲鱼皮独有的魅力。”

在国内多彩非遗·和合丝路展

厅，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

非遗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该展

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鱼皮衣

制作技艺繁琐复杂，环环相扣，

工序包括捕鱼、剥鱼皮、熟鱼皮、

染鱼皮、制作鱼皮衣物、添加鱼

皮纹饰、成品，完全手工制作而

成，需要制作者具有相当的耐力

和定力。

阿塞拜疆的地毯、匈牙利的

海兰德瓷器、斯洛伐克的彩瓷餐

具和21世纪头饰、俄罗斯的勺

子舞……在国际多彩非遗·美美

与共展厅，展出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特色民间艺术展品不禁

让人驻足观看，流连忘返。

丝路展厅板块即“百年百

艺”民间文化艺术展，分为国内

多彩非遗·和合丝路和国际多彩

非遗·美美与共两部分。其中，

国内部分包含“一带一路”沿线

18个省的20个非遗项目展览。

国际部分包含“一带一路”沿线6

个国家的非遗项目展览。整个

展厅预留了陕西、福建和俄罗斯

的嘉宾驻足观展和互动停留的

位置。

丝路长廊板块即“魅力京津

冀”专题展区，共遴选北京、天津

各5个项目、河北20个项目参

展。此外，该展区还独立设置了

“遇见非遗”展区和廊坊展区。

长廊中将展出一幅紧扣活动主

题的36米剪纸作品《长城万里

图》。丝路广场“绝艺市集”板块

大厅内设置了4组大型陈展作

品，包括雕琢时光配以书法表

演、“燕京八绝”配以古琴表演、

布艺织造配以插花表演、京作硬

木工艺配以茶艺术表演等，以多

种形式展示特色民间艺术。

国际民间艺术嘉年华作为

艺术节主要活动之一，设计演出

点位7个，精心安排了俄罗斯勺

子舞、陕西安塞腰鼓、昆曲、琵

琶、黄骅麒麟舞、燕赵弦韵乐团、

丝路爱乐乐团、民族服饰展演走

秀等8支演出队伍，为广大观众

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和艺术

感受，实现文化艺术的交流共

融，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

的“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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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县积极整合农业、人文、生态等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该县韩村镇果农在采摘园内
查看鸭梨生长情况。 刘欣羽 摄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香河县坚持“先拆违后建

设、先地下后地上、先院外后院内、先硬件后软件”，持

续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打造京津美丽“后花园”。

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5.89万户，改厕覆盖率91%，并完成了6个乡镇卫生

院、66座农村中小学以及173个村民中心公厕改造工

作；采取购买社会服务方式，使全县300个行政村街

全部实现每日清扫保洁，垃圾日产日清；大力推进通

村道路和街巷硬化工程，共计硬化村街道路1100余

公里，共计285万平方米，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在村庄主要街道两侧、村民中心等重要场所推

进路灯亮化工程，新建、更新新能源路灯10552盏，行

政村主街道全部实现路灯亮化；以蒋辛屯镇为核心，

高标准推进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打造水岸潮

白田园综合体，已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香河打造京津“后花园”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 通讯

员郭磊 王洋洋）9月的三河市东

部矿山治理区，风景如诗如画。

无际花海，风光绮丽；青山绵延，

树木繁茂。削山填坑，覆土植

绿，这是在22平方公里矿山上

奏响的绿色交响曲。

近日，记者走进福成集团灵

山生态修复治理区，看到过去的

矿坑沟壑如今变成了大美梯田，

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了座座青

山。千年灵山又初露芳容，一张

张生态蓝图正生动诉说着坚持

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

河担当。

三河市前山村村民于士成

说：“之前这里的环境破坏太严

重了，桃树上全是尘灰，洗都洗

不掉，影响了桃的质量，批发商

也不来收了，我们桃农的收入急

剧下降。”

为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有效

治理矿山顽疾，修复生态，从

2016年至今，三河市投入80亿

元，分期启动22平方公里的东

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蹚出

一条消灾除险、生态复绿的矿山

综合整治之路，让废弃矿山再披

绿装，有效推动当地经济转型，

打造绿色创新区。

该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

范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邵振介

绍，按照不征地、不租地、不补

偿、不改变经营权和所有权的

治理方式，三河市全力推进矿

山治理工作。同时，按照“政府

主导、多元投入”的思路，撬动

社会资本投入到矿山治理工作

当中来。

从2010年开始，福成集团

全力投身废弃矿山整治、生态环

境恢复攻坚战。他们定规划，聘

请国内外规划勘察设计公司，对

废弃矿山进行勘测设计，制定

“削高填低、山体修复、覆土植

绿”治理方案；买设备，先后采

购大型挖掘机、矿山车、强夯机

等机械设备 400台（套）；建队

伍，1000余人的施工团队全力

以赴……短短几年，光秃秃的灵

山再披绿装。

针对废弃矿山少土多石缺

水的特点，福成集团发明了集固

土、积水、保墒、成活率高于一体

的“福成造林法”，通过整形填

挖、精心选种、营养输送、钢管固

定等措施，包括花冠木、爬藤植

物等在内的4万余棵树木成活率

达到99%以上，创造了“废弃矿

山矿坑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矿山复绿，当地百姓成了受

益人。在灵山脚下的村民看来，

家门口这片曾经坑坑洼洼的采

石矿区成了一片好地方。于士

成说：“矿山治理以后，天更蓝

了，树更绿了，我们果农的收入

也明显提高。每斤桃子的收购

价格能达到两三块钱。”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

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

声。在着手对东部矿区开展生

态修复治理时，该市对矿山治理

的“后半篇文章”也已进行了谋

篇布局，全力做到矿山治理与生

态保护、旅游发展、土地复垦等

相结合，努力把东部矿山建成生

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绿色创

新发展区”。

路通则百通。今年即将动

工的密涿高速公路三河与平谷

交界段，规划穿过灵山生态修复

治理区。福成集团抓住机遇，与

三河市人民政府和省高速公路

廊坊北三县管理处签订了项目

建设计划。该路段起点为三河

市东北部与平谷交界处，终点为

密涿高速公路白庄子枢纽互通，

全长约5.68公里。这条公路的

建成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交通

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对

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发展也有积

极带动作用。

业兴则民富。结合矿山治

理，福成集团正在规划建设三

河国际绿色康养中心项目，包

括国际康养城与国际生态主题

森林公园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带动包括旅游、金融、医疗等

多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也将

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

展，更有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

改善。

三河：灵山生态修复露芳容

本报讯（记者张航 通讯员

张旭青 王猛）文安县史各庄镇

发挥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振兴中

的核心作用，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队伍“强”起来、经济“活”起

来、乡风“美”起来。

走进该镇南新村村委会，

村党总支书记王金臣正与村

“两委”班子成员就扩充展区、

新增展品等事情进行商议。

“2016年，南新村率先建立党总

支‘1+4’组织模式，按照党员年

龄、职业，分设青年、企业、老

年、村民活动中心等4个支部，

促进党员管理专业化、科学化

和高效化。同时，建设集村‘两

委’办公、村民代办、村务党务

公开于一体的高标准综合服务

站，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王金臣说。

南新村的变化是史各庄镇

基层党建工作的缩影。截至目

前，该镇韩各庄、北辛庄等10个

村已完成标准化建设，力争2年

内全镇所有村街、“两新”党支

部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实现

基层党建示范区镇域全覆盖。

近年来，该镇把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引进培育

作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通过举办政企座谈会、企

业家座谈会，鼓励企业大力实施

科技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品牌创优。目前，廊坊盛安线

缆、河北宏信塑胶等一批领军企

业已确定科技型技改项目并完

成立项；10家企业成立了党支

部，建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评优

制度，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围绕增进民生福祉，该镇

全面优化人居环境，抓实民生

保障、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全

力办好民生实事。

王村有一处废弃坑塘，环

境脏乱。该镇人居环境整治攻

坚月活动开展后，村“两委”班

子成员带头，清理垃圾杂物，硬

化坑塘周边道路。截至目前，

全镇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0

万余立方米、村内坑塘沟渠68

个、杂物堆放点1200余处，村

容村貌持续改善提升。

史各庄镇党建引领面貌新

本报讯（记者张航 通讯员刘雅娜）当前正值秋收农

忙季节，加之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大城县公安交警大

队精准施策，持续改善农村地区道路通行条件。

该大队加强以查处违法超员和违法载人为重点的

“双违”治理，以高速、国道、省道、乡道、穿村过镇、集市

等路段为重点，紧盯农村客运车、面包车、三轮车、农用

车等重点车辆，采取错时上岗与路面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加大车流密集路段和“一早一晚”重点时段管控力

度，严查严处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载客超员、货车农用

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大城交警
治理农村地区交通环境

——走进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

99月月99日日，，总投资总投资80008000余万元余万元、、建筑面积建筑面积11..33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的固安县首座室内滑冰馆正式投入使用的固安县首座室内滑冰馆正式投入使用。。该滑冰馆室内该滑冰馆室内

冰场按照国际冰联标准建设冰场按照国际冰联标准建设，，可举办冰球可举办冰球、、花样滑冰等国花样滑冰等国

内内、、国际比赛国际比赛。。图为滑冰爱好者正在进行速滑练习图为滑冰爱好者正在进行速滑练习。。

门丛硕门丛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