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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宏博 通讯员任树春）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获

悉，2021年12月底，河北省浅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22.45米，

与上年同比水位上升1.87米，有84个县（市、区）水位回升，占全部

86个浅层超采县的98％；河北省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

51.53米，与上年同比水位上升5.12米，67个深层超采县（市、区）水

位全部回升。

河北省浅层地下水位平均埋深15.32米，与上年同比水位上升

1.91米，有125个县（市、区）水位回升，占全部127个浅层县的98％；

河北省深层地下水位平均埋深46.38米，与上年同比水位上升4.49

米，有97个县（市、区）水位回升，占全部99个深层县的98％。

根据《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考核与问责办法》有关

规定，每月对地下水位回升相对滞后的地区进行预警提示，每季度

对地下水位回升排名前2位的市、前5位的县（市、区）给予经济奖

励，对排名后2位的市、后5位的县（市、区）进行经济惩罚，对连续2

个季度在全省排名后5名的县（市、区）进行公开约谈。

到2021年底

河北省深层超采区
地下水位同比上升5.12米

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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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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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河北自贸试验区加快投融资
体制改革

▲

支持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支持发展数字经济

▲

支持加强生态环保和能源安全

▲

支持发展现代物流

▲

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

本报讯（记者信贺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前发布通知，围绕投融资体制改革、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等六方面提出具体措施，支持服务中

国（河北）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

支持河北自贸试验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

革。最大限度减少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依法依

规向自贸区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全面贯彻

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各项要求，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按照

内外资一致原则办理。

支持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紧紧抓

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利时

机，着眼扩大与相关国家贸易规模，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完善“单一窗

口”应用功能，拓展地方特色应用，不断提升“单

一窗口”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

提升通关效率，提升“单一窗口”数据共享平台

水平，明确数据安全管理责任，为自贸区企业提

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支持发展数字经济。围绕加快推进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支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数字交易中心建设，支持正定数字

经济产业园建设，巩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

数字贸易生态环境。

支持加强生态环保和能源安全。鼓励自贸

区内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利用现有产业投

资基金，加大对碳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

曹妃甸片区液化天然气（LNG）储运设施建设，

组织安排外采LNG资源，确保天然气气源稳定供应。

支持发展现代物流。支持曹妃甸片区发挥唐山港口型（兼

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作用，正定片区发挥石家庄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作用，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发展供应

链集成业务，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多式联运、海关监

管查验、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枢纽

间业务集成、运行协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促进物流提质增

效降本。

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持自贸区内企业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加快发展科技服务、工业设计和工业软件、节能环保、展

示展销等生产性服务业，探索发展新型服务消费，培育壮大一批服

务贸易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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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视频实现云端“一对一”

辅导帮办，远程“面对面”解惑答疑；依

托税收大数据，由“企业找政策”转变

为“政策找企业”，税费优惠政策直达

快享；推出“不满意请找我”服务，专

窗、专岗、专线一帮到底，切实解决纳

税人缴费人的难点堵点问题……

作为离市场主体最近，与人民群

众打交道最多、频度最高、联系最紧密

的政府部门之一，河北税务系统在全

国率先开展“精细服务”改革试点，通

过整合再造服务流程、深度优化服务

体系、精准细化服务举措等，构建功能

强大、体验良好的智慧服务新格局。

智能办税
让纳税人“少跑路，一趟清”

近日，记者走进石家庄市桥西区

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这里通过智税

中枢总控系统和多功能无障碍导税平

台调度指挥，50余台机器设备、47个

人工窗口、1个微办税服务厅、1个云

桌面办税服务厅实现了人机共融、互

联互通。该局纳税服务股股长米军介

绍，有了智税中枢系统，人工综合办税

窗口日叫号量由过去的2500人次锐

减到500人次以内，办税速度和服务

效率大幅提升。 （下转第二版）

做好“精细”功 化解“急难”事
□记者 烟成群 李亮亮 袁立朋

石家庄市桥西税务远程帮办中心石家庄市桥西税务远程帮办中心。。 记者记者 烟成群烟成群 摄摄

2021 年 12月的秦皇岛，寒意渐

浓。位于海港区的戴卡优艾希杰渤铝

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生产线正在紧张有

序运行，涌动着一股项目建设和生产

加速的热潮。

“生产线上的搬运机器人每45秒

便能完成1件防撞梁的搬运工作。”戴

卡优艾希杰渤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阳粗略估算，相较之前，单件

防撞梁的生产加工效率提高了20%。

戴卡优艾希杰渤铝汽车零部件智

能化生产线项目由全球最大铝车轮供

应商中信戴卡、国内知名的热挤压铝

型材供应商中信渤铝和日本最大的铝

业厂商株式会社UACJ合资建设，项

目将应用10余项行业领先的核心技

术，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电池箱体10

万套、汽车防撞梁200万件。

在耀华玻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家

电产业玻璃深加工项目生产车间，灵

活的机械臂将刚刚生产出来的玻璃交

付下一道加工工序。

据了解，该项目对原厂房进行升级

改造，新增玻璃切磨洗冷加工设备、钢

化设备、丝网印刷设备等，建设了年产

300万平方米家电玻璃深加工生产线。

由臻鼎科技集团投资兴建的半导

体通讯协议的智能工厂——高端集成

电路封装载板智能制造工厂项目，主

要产品为覆晶芯片尺寸级封装载板，

计划于2022年底前建成投产。该项

目将弥补国内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封

装载板技术短板，有效增强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供应体

系，提高半导体芯片载板自给率。

智能化生产线带动生产效率节节

攀高，新技术新工艺为项目建设添油

加力。这背后，是秦皇岛市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导向，强化服务、多措并

举，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实践。

去年以来，秦皇岛市以“三重四创

五优化”“重大项目建设升级加力”等

活动为抓手，打造6个产业集群，即汽

车零部件、精密电子、重型装备、粮油

食品加工、新型材料、生命健康等，把项

目建设同产业培育、园区建设、招商引

资、产业集群五位一体一起抓，全面掀

起投资和项目建设新高潮。截至目前，

该市共集中签约项目103项，总投资

386.4亿元，协议引进市外资金303.74

亿元；228项省市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338.06亿元，投资完成率达109%。

“全周期保障项目运行，零障碍推

进项目建设，高品质打造项目精品。”

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四级调研员张

魁表示，该市建立“五个一”工作机

制，每季度组织开展集中开工、集中观

摩、集中签约活动，积极开展问题大协

调活动，压实责任，建立保障体系，创

建一流条件，提供一流服务，打造一

流环境。

张魁介绍，该市去年已协调解决

省市重点项目问题491个，包括中储粮

海港粮食储备基地、金海粮油食品综

合加工产业园、耀华高新技术产业园、

氢能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征拆、限高、环

评、用水等问题，解决率达100%。

在创新项目建设推进机制方面，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印发实施产

业发展链长制工作方案，建立链长制

工作体系。 （下转第四版）

全周期保障运行 零障碍推进建设 高品质打造精品

秦皇岛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记者 信贺宁 张晨光

1 月 12 日，市民在石家

庄市长安区一家市场选购

年货。

农历虎年春节将至，各

地年货市场年味渐浓，人们

忙着选购春节饰品，红红火

火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许建园摄）

年货市场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祝雪娟 王笛 通讯

员郑晨子 李蕾）近日，由廊坊市委宣

传部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廊坊宣讲在行动”活动走

进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和

廊坊银行广阳道支行，用“文艺+宣

讲”的形式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送到基层，让党的好声音在企业“响

起来”。

学党史、燃激情、比奉献。在富士

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活动现

场，歌曲《我爱你中国》、舞蹈串烧《炫

舞青春》、合唱《咏梅》等精彩节目生动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广大群众和公司员工用精彩

的文艺节目抒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广泛、生动地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

“现在国家发展好，党的政策好，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将发挥自己的

特长，和同事一起学习贯彻好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

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繁荣昌盛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富士康精密电子

（廊坊）有限公司员工崔媛说。

在廊坊银行广阳道支行活动现

场，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欢

庆》、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等节目

精彩上演。廊坊银行宾馆南道社区支

行行长马晓曚以《敬党回首百年路 守

岗启航新征程》为题进行了现场宣讲。

“我深刻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国

家繁荣、人民幸福，希望通过此次宣讲

能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到

每一位职工心中。我们将当好金融守

护者，为客户提供更贴心的服务。”马

晓曚说。

百年风云激荡走过壮阔征程，百

年不懈奋斗铸就世纪伟业。现如今，

廊坊市广大干部群众把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用六中全会精神指导工作实践，贯穿

工作始终。

日前，廊坊市委“走基层”宣讲团

走进廊坊开发区祥泰花园社区，深入

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在廊坊开发区祥泰花园社区会

议室，（下转第四版）

廊坊：打造百姓身边的宣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