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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

近年来，棉花种植大县——东光县加大棉花产业扶

持力度，有效提高单产效益，同时积极探索棉花加工产

业，实现了种植、收购、加工、纺织等一条龙的产业链，解

决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今年东光县种植

了 4.7 万亩高产抗病优质棉花，亩产籽棉 500 至 600 斤。

图为东光县棉花种植基地里，农户们穿梭在田地间采摘

棉花。 董辉 尹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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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沧县供电公司组织年轻员工“云端”参观

公司新完善的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据了解，该公司为进

一步做深做实公司纪法教育、警示教育的“廉洁宣教大

课”，自11月份以来开展了以“扬清风正气、树实干担当”

为主题的廉洁专题教育月活动，共有 700 余名干部员工

“云端”同上廉洁宣教课。 张淑颖 李菲菲 摄

本报讯（记者代晴 通讯员

李辉 潘爽）11月17日，黄骅港

智慧港口项目开工仪式在东渡

旅游码头隆重举行。通过北斗

可视化系统项目在该码头的建

设和应用，拉开了黄骅港智慧

港口建设的帷幕，开启了港口

智慧化建设新篇章。

该项目由沧州港务集团投

资建设，总投资13.7亿元，共三

期规划。一期主要建设北斗可

视化系统、华港企业数字运营

管理平台，智慧港口中枢平台，

数字供应链底层，本脑建设，数

字皮带管廊以及数字堆场、集

疏运体系升级；二期主要建设

大数据平台、视频云平台、物联

网平台、GIS平台、智慧调度（双

航道）；三期主要包括IOC中心

建设、数字孪生系统建设和其

他主要30余应用场景建设。

智慧港口是港口建设趋势

和发展的方向。该项目充分运

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5G、物联网等创新技术，对港口

建设、运营、管理等全方面、全

要素、全过程进行管控支撑，通

过搭建港口大数据管控平台，

实现港口资源高效整合，最大

限度提升港口运营效率和效

益，夯实数字化项目基础建设，

引进智慧港口管理理念，港口

整体作业效率预计提高40%，

整体运营成本降低15%，助推

黄骅港打造成为“智慧、绿色、

安全、低碳”的智慧港口标杆。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黄骅

港各类信息化资源的整合、共

享和应用创新，破除信息壁垒，

有效提升港口运转效率和管理

运营水平，推进港口战略与人

文环境协调创新，实现港口与

城市的协同发展，促进沧州市

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人文、生态

绿色、环保节能与港城一体化。

智慧化建设将提升港口自

动化水平、降低港口人力成本、

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创新港

口价值链服务、推进国际贸易

便利化、加强港口与城市的融

合、深入推进港口绿色可持续

发展，为沧州打造双循环重要

节点城市，带动沧州和冀中南

地区向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沧州港务集团

抢抓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机

遇，全力推进智慧港口建设，拓

展5G应用场景，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港口深度

融合，奋力实现生产智能、管理

智慧、服务柔性、保障有力的现

代港口运输新业态，把海洋强

国战略转化为全面建设现代化

综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的生动实践，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黄骅港展

现美好图景。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泊头市税务局今年成立了“泊税春风——税企心

连心驿站”。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税企联谊活动8次，组织税企调研32次，解决政策咨询类、纳服投诉类、意见建议类、轻微

违法举报类等诉求共计139件。图为泊头税务干部在“税企心连心驿站”交流业务知识。 崔上 傅新春 摄

方地 关注

本报讯（记者董肖飞 通讯员

陈艺云）1—10月，沧州市规上工

业企业发电量251.9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4%。其中：火力发电量

209.3亿千瓦时，增长1.2%；风力

发 电 量 26.1 亿 千 瓦 时 ，增 长

3.0%；太阳能发电量16.4亿千瓦

时，增长41.6%。

截至目前，分别有6家太阳

能发电企业和4家垃圾发电企业

新增入统规模以上工业，规上工

业新能源发电量49.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7.9%，保持两位数增

长，高于规上工业全部发电量增

速14.5个百分点。新能源发电

量占比由同期的15.2%升至本期

的19.5%，提高了4.3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不

仅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绿色动能，还促进了电力供应

结构优化。

本报讯（记者吴浩 通讯员刘
冠一 杨洋）日前，孟村回族自治

县孟李公路上车辆穿梭，公路沿

线遍布企业和果蔬种植园，各企

业奔波往返运输货物，种植园也

忙着采收外运。

据了解，近年来孟村将“四好

农村路”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产

业发展等相结合，全力推进农村

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一条

条乡村公路串联起大大小小的村

落，城货下乡、电商进村、休闲农

游、运输服务进一步打通，广大老

百姓成为最大受益者。

目前，该县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到686公里，为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沧州新能源发电产业
促进供电结构优化

孟村“四好农村路”
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代晴 通讯

员桂茂亭）今年以来，沧州市

新华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

续增强民政服务能力建设，不

断提升民政综合服务水平。

以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

制度为基础，临时救助为补

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新型

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建立，实现

“应保尽保”，分类施保动态管

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充

分彰显。

城乡低保工作规范化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累计发放

城市（农村）低保资金234万

余元、电费补贴2万余元，城

乡低保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

了有效保障，同时积极开展

城乡低保动态管理及年审工

作，做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

保尽保。

立足全区老年人口基数

大、发展快及高龄人口剧增的

实际情况，沧州市新华区全力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

建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

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

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对辖区33户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和城乡低保中的高

龄、失能、残疾人实施居家适

老化改造。规范对 80 周岁

以上老人高龄补贴发放工

作，目前累计发放 123 万余

元。建成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设施50个，实现了全覆盖全

运行。

着力构建以乡办（社区）

为主体，民政、住建、城管、司

法、公安等部门互相联动，共

同参与形成的“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

务企业、楼门长、综合服务站”

六位一体协调机制。

全区共成立街道物委会6

个，社区物委会46个，完成率

100%。全区46个社区和20

个村实行的居民公约、村规民

约均由村（居）民大会研究制

定。其中，道东办事处华油社

区、三角线社区、铁路北村社

区和化建社区4个社区新制

定的村规民约被河北省民政

厅树立为典型示例。

婚姻登记处提升改造完

成，各项制度完善并全部上墙

公示。聘请第三方开展档案

录入工作，同时开展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

截至目前，婚姻登记合

格率100%，档案整理补录数

据181条。沧州市新华区积

极倡导简约文明的婚俗礼仪

和绿色节俭的丧俗文化，有

效遏制婚事高价彩礼、低俗

婚闹，白事薄养厚葬、大操大

办等现象，持续推进婚丧领

域移风易俗。

新华区全面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破除信息壁垒破除信息壁垒 提升运转效率提升运转效率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崔秩恺 韩立鹏）在中国-中东

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河北新欣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

人正在熟练地操作着生产装置加紧生产。据了解，该企业生

产的甲基叔丁基醚（MTBE）和乙二醇单叔丁基醚（ETB）产品

远销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打破了国外的市场垄断，也为实现

国产化替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以来，合作区多措并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一

系列稳外贸稳外资的好政策，全面助力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进

一步推动外贸企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10月份，合作区外贸进

出口总额达4.9亿元，同比增长83.2%。

“今年12月，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

作论坛将在沧州召开，期待有更多优质企业通过项目洽谈、项

目签约落户合作区。在合作区好政策的扶持下，借助对外合作

有利平台和便利优势，我们紧抓机遇，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正在

努力向创新型、科技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可持续发展

的大型企业迈进，为合作区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河北新

欣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政说。

本报讯（记者崔上 通讯员

南宝通）受理初信初访184批

次/185人次，全部按期办结化

解；中联办督办两批60件化解

后无一“回流”。今年以来，南

皮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按照“三到位

一处理”工作要求，深入推进矛

盾隐患排查、初信初访化解、网

上信访处理等重点工作，做到

把信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

来信当“家书”、把信访之事当

“家事”、把信访工作当“家业”，

倾力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

意”的信访工作新局面。

聚焦生活细微，化解萌芽

源头，防止小事成访至关重

要。基于此，南皮县全方位、多

角度做好问题隐患排查工作，

在源头上做好信访事项的“前

半篇”文章，有效降低信访量。

南皮县充分发挥新时代

“党建+信访”工作模式，依靠基

层党组织、村“两委”干部、能人

乡贤，在乡村基层源头上排查

化解矛盾隐患，对话“家长里

短”，及时顺气、化怨、解结、连

心。今年3月份，在南皮县乌马

营镇某村的一处麦地里，村民

大张和地邻小刘的双手紧紧握

在一起。看到当事人双方和

解，在场的村镇工作人员露出

了会心的微笑。原来，此前二

人因为地界问题互不相让，经

过村干部排查，乡村两级工作

人员及时介入到地界现场确

认，问题被及时解决。

今年以来，通过“党建+信

访”工作模式，南皮县共排查农

村基层矛盾纠纷998件次，全部

及时妥善化解。

为降低信访工作总量，今

年6月份，南皮县积极建立乡镇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所辖9

个乡镇全部建立了由党委书记

任第一召集人的乡镇信访联席

会议，进一步整合基层信访工

作资源和工作力量。乡镇敞开

信访大门，党委书记主动接访，

切实推动初信初访问题及时就

地化解，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各乡镇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运行以来，

共接待来访群众反映事项157

件，全部及时就地解决，有效减

少了矛盾上交、人员上行。

此外，南皮县严格落实县

级党政领导轮流公开接访制

度，在县群众工作中心设立接

待窗口，县党政主要领导带

头，主动接访，其他党政领导

根据分管领域，主动约访，推

动问题解决。对于现场即接

即办的，第一时间答复，做到

新案随清。对需调查核实不

能及时解决的，现场受理、告

知、录入，严格落实首办负责、

全程盯办、全网可查，最短期

限内答复群众。

今年以来，共受理初信初

访184批次/185人次，全部按

期 办 结 化 解 ，群 众 满 意 度

100%，最大限度实现信访群众

“最多跑一次”，避免“初转重”。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

积案”既体现工作能力，又展现

工作水平。治重化积专项工作

开展以来，南皮县委、县政府坚

持因案施策、精准发力，做到原

始诉求、信访历史、目前现状、

问题症结、社会关系“五个清

楚”，落实“一案一策、一案一专

班”，把问题搞清楚，将矛盾大

起底，真正把案件办成经得住

检验的“样板案”。

南皮县鑫珠陶瓷公司因经

营不善宣告破产，职工吴某华

等240名工人工资没有着落。

得知这一情况后，南皮县委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务必确保工

人工资发放到位。最终，通过

债权转移支付，共发放工人工

资400余万元。

同时，南皮县委、县政府对

已化解息诉的信访事项及时开

展“回头看”，确保“事要解决、

事心双解”，中联办督办两批60

件化解后无一“回流”。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

南皮县加大对网上信访工作的

宣传力度，通过加强队伍建设、

树立便民品牌、规范信访秩序

等一系列方式方法，推动网上

问题网下办，得到群众的普遍

认可。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田书睿）今年以来，沧州南大港

强力构建“外联内畅”交通大格局，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

设，为经济社会发展“通筋活血”。眼下，投资2.9亿元的津汕

高速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现场

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为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目标，我们不断优化施工组织

方案，保障资源配置，把任务分解到月、安排到天、具体到点，

明确责任人，采取增大工作面、增加施工班组人员和机械等有

效措施加快施工进度，加班加点，进入连续作战状态。”交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全面提速项目建设，南大港交通局统筹调度，优化施工

设计方案，联合相关部门会商研判，在做好疫情防控及环保安

全工作的基础上，从原材料、施工工艺等多方面严格把关，对

关键部位及关键工序予以严格监督，确保如期实现通车目

标。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南大港高速口零的突破，为南大港建

成综合交通枢纽网络提供有力支撑，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和文旅产业腾飞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讯（记者董肖飞 通讯员张天宇）今年以来，沧州市农

业农村经济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45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亿元，同比增长

5.6%，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五大行业实现整体提升。其中，农业（种植业）

产值180.6亿元，增长4.9%；林业产值1.4亿元，增长15.1%；畜

牧业产值149.5亿元，增长4.1%；渔业产值23.9亿元，增长

12.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98.4亿元，增长7.1%。

从结构看，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构成比为

39.8：0.3：32.9：5.3：21.7，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蔬菜、畜牧、

果品三大支柱产业完成产值26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58.6%，比上半年（56.7%）提高1.9个百分点。

分县（市、区）看，六成以上的县（市、区）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沧州开发区、海兴县、渤海新

区黄骅市、沧县和河间市增势强劲，增速均高于7%，合计拉动

全市增长2.2个百分点。

南皮“党建+信访”及时化解基层矛盾

津汕高速公路南大港段工程
即将竣工通车

前三季度沧州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持续增长

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
对外贸易量质齐升

沧州全面启动智慧港口项目建设
为开启港口智慧化建设新篇章，11月17日，黄骅

港智慧港口项目开工仪式在东渡旅游码头举行。该
项目由沧州港务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3.7亿元，项
目建成后，将破除信息壁垒，有效提升港口运转效率
和管理运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