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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定州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邀请专业技师免费
为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提供为期13天的中式烹饪课程，
提高脱贫人口致富技能，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解决就业
难问题。此次培训共有40名学员参加。 庞佳艺 摄

近日，定州市明月街南延道路通车。明月街南延项

目全长495米，设双向6车道。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

善城市路网结构，拉大城市框架，缩短周边居民出行距

离，方便城南近40万群众出行。 赵珍珍 摄

本报讯（通讯员鲁丽华）
近日，在定州市唐河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曲港高速段施工现

场，机器轰鸣声不断，物料车

来回穿梭，一台台挖掘机一边

清理杂草，一边填埋、平整沟

渠，一派繁忙的景象，生态廊

道雏形初现。

唐河作为定州市境内主

要河流之一，源远流长，留存

着祖祖辈辈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忆。

为充分利用唐河生态资

源优势，定州市持续推进唐河

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揽

河入城”工程，积极构建“以水

润城、蓝绿交织”的城市景观。

“自80年代至今，唐河曾

多年连续断流。”市发展和改

革局相关负责人李少卿介绍，

以前的唐河河道干涸，砂砾裸

露，一遇到大风天气，更是黄

沙漫天。

近年来，定州市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南水北调、上游水库常态化

生态补水为契机，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唐河流域综合治理，

打造“七彩唐河”生态景观廊

道。“唐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是定州市深化白洋淀上游流

域综合整治的具体举措。项

目建成后，不仅能有效提升唐

河行洪能力，还将大大改善定

州市生态环境，绘就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城市美好图景，提

升城市品位和区域竞争力，对

推动定州市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李少卿说。

唐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位于唐河定州段上游，起点为

南水北调唐河退水闸，终点至

京广高铁跨河桥，治理长度约

29公里，宽度约400米，项目

总投资达29.65亿元，被列入

2022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

该项目包括生态水系工

程和生态治理工程，是集“引、

排、蓄、供”及生态、景观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工程。

生态水系工程整治长度

约22公里，分为引水段、过水

段和显水段，主要通过河槽疏

浚、生态槽开挖及生态潜坝的

设置，解决河道淤积问题，提

供防洪安全保障，有效减少洪

涝灾害。

生态治理工程长度约29

公里，主要通过生态修复、慢

行系统建设及驿站、广场和照

明等工程，将自然水景观与城

市环境相融合，建设水上娱乐

区、游客服务区、休闲度假区

和历史文化传承体验区、农耕

体验区等，塑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城市形象。

“我们依据河流地势，整

合产业及其他资源，将整个项

目规划为A、B、C、D四段，建

设七彩石滩、草药园、星空营

地、梯田花海、亲子乐园、研学

基地、露营基地等，全域化打

造特色产业休闲和旅游目的

地，将唐河两岸打造成为定州

城市生活后花园、白洋淀上游

生态水系风景长廊。”铁建发

展（定州）唐河流域治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文斌介绍。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铁

建发展（定州）唐河流域治理

有限公司制定了水系工程能

干尽干，生态治理京广铁路上

游段全面一体推进的施工方

案，目前项目已组织上场12个

劳务队伍，开辟19个施工作业

面，共进场设备141台（套），清

表、土壤换填、地形塑造、喷灌

系统、慢行路、休闲广场等同

步推进，在全面做好环保及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加快生态治

理工程施工进度。

据介绍，生态水系工程于

2021年9月10日正式开工建

设，目前已完成河道疏浚、生

态槽开挖、边坡防护约14公里

及连接渠施工，建设生态潜堰

10座、生态潜坝1座、穿桥防

护1项，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

60%，预计明年全部完工。

生态治理工程于2022年

9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目前

已完成清表约 30%，地形塑

造、种植土回填约10%，力争

2024年全部完工。

“项目建成后，将增加绿

化面积510余万平方米，湿地

面积20余万平方米，广场30

个。”李文斌说，“届时，唐河

沿岸绿荫成林、蓝天碧水，将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场

所，定州又添一张靓丽的生

态名片！”

定州实施定州实施““揽河入城揽河入城””再现再现““唐水秋风唐水秋风””

“请您稍等，前方正在进行

疫情防控检查。”

“请您按照车道行驶，与前

车保持安全距离。”

“祝您一路平安。”

……

11月21日，记者在曲港高

速定州收费站看到，收费员正

有序忙碌，提醒驾驶员提前做

好疫情防控检查准备，引导车

辆有序通行。

今年以来，曲港公司把“党

建引领”作为助推企业“升级补

钙”“强身健体”的头号工程，充

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

落实的领导作用，创新提高工

作落实质效，实现了党建与业

务工作的双促进、双提高。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曲港公司党委坚持以党

建为统领，开展“党建领跑”工

程，聚焦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中

梗阻”问题，补短板、强弱项、解

难题，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

量发展。

开展“党建领跑”工程，党

委班子是关键。公司党委班子

成员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带头

解放思想，围绕公司整体发展

这一同心圆，汇聚多方资源促

发展，在协作共事中凝聚强大

合力。

在推动“党建领跑”工程过

程中，曲港公司组建工作专班，

开展“支部赛跑”“业务快跑”

“文化铸魂”等系列活动，并邀

请专家围绕《国企基层党建与

生产经营融合的问题及解决思

路》进行专题授课，推动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

曲港公司以“制度建设年”

活动为契机，全面梳理各项制

度，查漏补缺，先后修订完善30

余项制度，形成了建章立制和

业务发展的有机结合，以制度

建设促进规范提升、推动业务

发展。

用好“组合拳”，加强队伍

建设。曲港公司充分运用考核

“指挥棒”作用，扎实推进干部

进退留转机制建立，打好“党建

引领+人才支撑”组合拳，为高

质量发展筑牢坚强有力的人才

基石。

加强区域联动，激发路网活

力。曲港公司多次与地方市政

部门、地企、区片站区等开展区

域联建，落实好重点时期的安全

维稳及保畅工作；联合中交建冀

交、曲阳县政府，开展“政企协

作 惠民畅行 助推绿色经济发

展”活动；先后联合京石高速、津

石高速的基层党支部开展“党建

互联促发展”主题共建活动；与

津石高速、保沧高速、大广高速

等周边收费站召开站区协调共

享工作座谈会。

11月16日，在多家高速单

位联合召开的引流会议上，曲

港公司积极参与，通过信息互

通共享、强化联动机制等，打破

路段之间和相邻站点之间的壁

垒，探索引流增收新途径。

强化服务意识，业务融合

再上新台阶。曲港公司坚持

“少封路、不封路”，建立高速交

警“三级会商”机制，形成了从

基层班组长到收费站站长、监

控中心主任层层协调的三级机

制，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做到车

畅其道、货畅其流。

在收费业务方面，开展“以

党建领跑 促运营快跑”等系

列活动；在养护管理方面，通过

支部联建，开展党建领跑专项

联席会；在安全生产方面，通

过组建党员突击队等方式，让

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担当

作为。

与此同时，曲港公司“内外

兼修”，保安全、塑形象、强宣

传，全面提升工作质效。通过

召开安全生产专题部署会、领

导班子包保调研、大排查专项

整治以及消防演练等举措，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

全底线。全面优化完善所辖路

段路域环境，对路面、边坡、边

沟以及收费站内外广场等重点

部位进行全面清理。同时，提

升站口文明服务水平，为司乘

人员提供“安、畅、舒、洁、美”的

行车环境。

曲港公司充分发挥企业文

化凝心聚魂作用，深度挖掘符

合曲港特色的企业文化，做到

文化兴企、文化育人，让干事创

业氛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们将严格贯彻落实集

团公司各项工作部署，以‘党建

领跑’工程为抓手，锐意进取、

蹄疾步稳，不断加快公司发展

的前进步伐。”曲港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孙红生说。

曲港公司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展曲港公司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苏成）自定

州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以来，

市政协不断突出提案重要抓手

作用，坚持守正创新，做好“准、

实、常、合”四字功，扎实推动提

案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质量意识，突出一个

“准”字。每年年初组织开展提

案工作业务培训，强调“质量是

提案的生命，提案不在多而在

精”，不断提升撰写提案的质量

意识。引导全体委员注重问题

导向，关注“民有所呼、政有所

应”；注重精准导向，聚焦“小切

口、微课题”；注重适时导向，把

握“时间窗口、最佳时机”。坚

持“无调研不提案、先调研后提

案”，科学研判“时”与“势”，充

分激发各行各业委员优势专

长，用情用心用力撰写好提案、

发出“好声音”。

强化协商督办，突出一个

“实”字。把协商贯穿到“提、

立、办、督”各环节、全过程，使

提办双方在协商中增进理解、

凝聚共识，增强办理实效。提

高督办频次，今年首次开展“办

中督办”，遴选10件重点提案，

由市政协班子成员带队，组织

提案委员、相关部门到承办单

位督导了解办理质效。通过常

态化实施“办中督办”，以点带

面，树立督导问效鲜明导向，着

力构建督办有力、落实到位的

提案办理新格局。

强化平时征集，突出一个

“常”字。积极创新形式，确保

提案征集不断档、常态化。印

发《关于做好市政协九届二次

会议闭会期间提案征集工作的

通知》，督促指导各工作组发现

热点问题及时提交提案，号召

政协委员以交作业的方式撰写

提案，真正彰显“小提案”的“大

作用”。今年闭会期间，先后收

到“关于推进新能源汽车智慧

充电网络的建设和布局的建

议”“关于强化外卖送餐从业人

员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的建议”

等多项提案。

强化工作保障，突出一个

“合”字。积极对标对表省政协

提案委，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

不断提升工作标准。加强与党

政部门互动，开展联合督查，

不断汇聚工作合力。通过召开

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会、组

织视察调研、利用政协微信平

台发布信息等形式，为委员知

情明政搭建平台，不断提高工

作能力。加大宣传力度，讲好

提案故事，努力营造良好工作

氛围。

市政协主席张宝生在谈

及 2023 年提案工作时表示，

要提前定题目、搞培训，组织

带动委员做好前期调查研究，

确保提案提在点子上，提在关

键处。

“现在已到11月份，提案委

要加强与政府办沟通协调，进

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后续工作，

确保督办答复内容真正兑现、

问题真正解决、委员和群众真

正满意。”张宝生说。

定州市政协：提案办理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韩二兰）近日，12座装配式公共厕所亮

相定州市城区街头，美观大气的外形设计，舒适人性化的如

厕环境，获得市民的点赞和认可。

这些公厕自11月1日起正式投用，均采用装配式建筑，

公厕内有洗手液、自动喷香机、烘手机等用品和设施，设有无

障碍通道和第三卫生间，设施齐备、功能完善，为市民出行时

内急提供了便利。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还研发了“找

厕”小程序，利用腾讯地图、百度地图等软件，将辖区内87座

公厕纳入地图。

定州12座装配式公厕亮相街头

本报讯（通讯员张春红）今年以来，定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充分发挥“聚金惠民”作用，坚持政策、服务、风控“三

线并进”，纾困解难办实事，助企惠民暖人心，纵深推进住房

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10月底，全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38.6亿元，当年

归集额4.5亿元，同比增长22.9%；提取总额20.7亿元，当年

提取额2.3亿元，同比增长25.5%；累计为10436户职工发放

公积金贷款20.1亿元，当年发放个人贷款741户3.1亿元，同

比增长94.5%。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和贷款总额均突破20

亿元大关。

本报讯（通讯员张春红）为巩固全市燃气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和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成效，着力解决目前燃气安

全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定州市组织开展为期40天的燃气

安全关键共性问题集中攻坚行动，全力消除燃气领域安全隐

患，有效防范燃气安全事故。

此项行动从11月10日起到12月20日止，紧盯餐饮企

业、社会机构等用气场所和液化石油气企业、燃气具销售企

业（网点）及燃气用户，聚焦“百日行动”排查中重复发现的销

售和使用“黑钢瓶”、销售不合格燃气具和减压阀等燃气安全

关键共性问题开展联合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张玉凤 李鹏）今年以来，定州市科学技

术局把加快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英才作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走访调研、一对一指导等方式，积

极搭建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平台，有序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英才工作。截至目前，定州市支持引进创新创业团队7

个，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英才34名，累计建成国际科技

合作示范基地7家。

下一步，市科技局将继续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英

才及所在企业的服务支持，充分发挥创新英才引领带动作用，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快速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张春红 陈彧）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利用河

北省政务服务中介超市，“零接触”选用第三方服务，依托微

信、腾讯视频、钉钉等平台，通过线上视频连线等方式开展项

目评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网上中介超市搭建后，市行政审批局会同各相关单位，

对相关部门和企业主体进行宣传发动、集中培训和现场指

导，动员符合入驻条件的中介企业入驻中介超市。截至11

月21日，定州市中介超市入驻企业158家，注册企业295家，

交易量7900余宗。

定州158家企业入驻中介超市

定州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英才34名

定州开展燃气安全关键共性问题攻坚行动

定州市公积金贷款总额破20亿元

近年来，定州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南
水北调、上游水库常态化生态补水为契机，实
施“揽河入城”工程，打造“七彩唐河”生态景观
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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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绅光 通讯员 于怡凡

↑水系治理完工后西坂桥段。

←B 段鸟瞰

图标准段。

水系治理京广铁路段。 鲁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