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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轨道“一小时交通圈”初步成形
五年来已惠及逾12亿人次、近6万家企业、200多个县市地区

我省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完成总投资的九成以上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丁静、徐
刚）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脉”，轨道

“一小时交通圈”经过5年发展，已初步成
形。据北京铁路局统计，“轨道上的京津
冀”红利 5 年来已惠及 12 亿多人次、近 6
万家企业、200多个县市地区。

“早进京津石，当晚可回家”。围绕京
津冀一体化交通先行，北京铁路局 5 年来
推行了三项举措：一是增加开行环形列
车。大环行列车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 公里，将石家庄、邯郸、衡水、沧州等
站与北京、天津、石家庄有效串联；二是开
行 10 对潮汐通勤动车，满足了潮汐通勤
客流需求；三是开行县域和区域旅游列
车，加强了县城与省会、首都的联系。

5 年来，随着铁路网的不断完善和
优化，北京铁路局客运能力不断加强。
截至 2017 年，每日图定始发终到旅客列
车 615.5 对，较 2013 年增加 118.5 对，增
幅达 23.8％。旅客发送量从 2013 年的
2.4亿人次，攀升至2016年的2.9亿人次，

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高达12.55亿人次。
助力京津冀打造物流枢纽。京津冀地

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
也是交通物流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5年来，北京铁路局先后开行了京津冀货物
快运列车、特快、快速和电商班列。通过打
造现代物流基地，提升改造集装化设施，为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运力支撑和物流保
障。截至目前，已建成开通货物快运作业
站76个，办理站185个，无轨站35个，覆盖
京津冀区域内200多个县市地区。客户累
计达到近6万家，发送货物366.34万吨。

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路网。5 年
来，京津冀建成了京沪高铁至天津西站北
联络线、京津城际延伸线天津至于家堡
站、津保铁路、张唐铁路、天津集装箱中心
站等 12 项重要工程。预计 2017 年还将
完成石济客专等 4 项工程。在建的京张
高铁、崇礼铁路、京霸铁路、京沈客专以及
京唐、京滨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也将加
快在京津冀地区形成放射状轨道网络。

本报讯（记者曹智）《河北省绿化
条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省
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城乡绿化规划、
建设、保护与监督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近日，河北省绿化委员会印发的《关于
贯彻实施〈河北省绿化条例〉的通知》提
出，统筹城乡绿化纳入法治化轨道，打
破城乡绿化条块分割局面，构建城乡
绿化一体化的大绿化格局。

通知提出，各级绿化委员会要积
极参谋，将绿化工作摆上各级政府重

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将公共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资
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健全绿化
任期目标考核制度，建立绿化责任终
身追究制度，把绿化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各地、各有关部门绿化委员会要
科学编制绿化规划，突出规划的引领
和指导作用，做到不规划不设计、不
设计不施工。各类建设项目必须按
照条例规定的标准规划安排绿化用
地，因特定条件限制达不到标准的，

要报批后进行补建。
通知要求，要积极探索和建立绿

化的建设、养护、管理制度和长效机
制，坚持和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制
度、集体林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城
市永久性绿地备案制度、绿化任期目
标考核制度和绿化责任终身追究制
度等，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驱动
机制，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种资源要
素，不断扩大生态空间容量，持续提
升生态承载能力。

打破城乡绿化条块分割局面

我省将构建城乡一体化大绿化格局

我省首家高速安全

教育培训体验馆建成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员潘勇）
近日，太行山高速公路西阜（西柏坡至阜
平）保定段安全教育培训体验馆在阜平
县城南庄镇建成并对外开放。这是我省
高速公路领域建成的首家安全教育培训
体验馆。

该体验馆设置了劳动防护用品正确
使用等15个安全体验区和1个安全大讲
堂培训区。该体验馆可同时供 100 多人
通过对事故的模拟，体验高处坠落等伤
害的各种不安全操作行为的潜在危害。

该体验馆建成后，施工人员可亲身
体验到山区高速公路施工中易发事故带
来的危害，进而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
施工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晶）记者从 8 月 16
日召开的有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路德
国际综合格斗大赛石家庄站比赛将于
11 月 4 日在省体育馆开赛。届时，将有
30 位世界顶级综合格斗高手参赛。综
合格斗是一种规则极为开放的竞技格斗
运动。比赛中，选手既可站立进攻，亦可
进行地面缠斗，同时允许选手使用拳击、
巴西柔术、泰拳、摔跤、空手道、截拳道等
多种搏击术发动进攻。

路德国际综合格斗

大 赛 将 在 石 举 办

本报讯 （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齐婕） 从省水利厅获
悉，截至 7 月 31 日，我省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 38.23 亿元，占总投资
的 90.16%。其中今年以来
完成投资 8.94 亿元，占年
度计划投资的68.14%。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国
务院确定的全国172项重大
节水供水水利工程项目之
一 ， 工 程 总 投 资 42.4 亿
元，工期 24 个月，我省境
内工程 2015 年 10 月正式开

工建设。
目前，该工程累计开

工枢纽闸涵等建筑物 464
座，完工 418 座；完 成 疏
挖 河 渠 197.97 公里，完成
率98.19%；完 成 疏 挖 后 衬
砌 104.21 公 里 ， 完 成 率
86.31%。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自河
南省濮阳市渠村引黄闸取
水，在我省经东风渠、支漳
河、老漳河、滏东排河、北
排河、紫塔干渠、古洋河、
小白河等最终进入白洋淀。

本 报 讯（实 习 生 刘 萌
记者米彦泽）从省政府新闻
办日前召开的“2016 年河北
省检验检测产业发展状况”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2016
年，全省共出具行政执法类
检验检测报告 75.3 万份，营
业收入52.52亿元。

截至2016年底，我省具
有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
机构达1712家，其中企业类
型的检验检测机构1124家，
事业单位类型的558家，其他
组织和民办非企业类型的30
家。检验检测从业人员达4.3
万余人，实验室总面积 1155
万平方米，各类仪器设备达
19万台套，总资产90.3亿元。

2016 年，我省各检验检
测机构共承担科研项目 362
项，较上年增长 14.7%。其
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26 项，省
部级科研项目171项。科研
项目在检验检测业务范围方
面，除公安刑事技术及生物
安全外，我省检验检测业务
共涉及20余个领域，标志着
我省检验检测覆盖领域范围
已齐全。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几年社会质
量意识普遍增强，市场需求
不断增加。数据显示，我省
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近 4 年年
均增长 4.94%，营业总收入
年均增长7.59%。

本报讯 （记者宋平） 近
日，国家发改委批复首批
重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工程实施方案，张家口市
下花园区重点采煤沉陷区
治理方案获批，并纳入国
家发改委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范围。

原下花园煤矿曾是张家
口市乃至华北地区重要的煤
炭生产企业，由于其长期开
采，加上技术落后，导致当
地资源逐步枯竭。矿区存在
大量废矿坑、采矿松散废土
和废渣，水土流失和土壤污

染严重，地表塌陷形成12.5
平 方 公 里 的 采 煤 沉 陷 区 。
2009 年 3 月，下花园区被
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
源枯竭城市。

从今年起，国家发改
委在中央预算内投资中设
立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专
项资金，支持方向包括沉
陷区居民避险搬迁、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接续
替代产业平台等 4 大类。今
年的 20 亿元专项资金已全
部下达，用于支持 12 个省

（市、区） 的83个项目。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采煤
沉陷区治理方案获批复

将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去年全省检验检测
营业收入超50亿元

一列京津城际列车从北京南站驶出（资料照片）。
20 多条城际、3000 多公里路网，将中国带入高铁时代的京津城际，大大地

便利了两地交流和往来。从今天的京津城际效应，人们可以管窥未来京津冀高
铁的巨大作用。 新华社发

目前，秦皇岛市
老旧小区改善提升工
程已接近尾声，全市
对建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甚至更早的小区
进行了集中整治，让
老 旧 小 区 旧 貌 换 新
颜。

图为施工人员正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燕
旭里小区铺设人行道
路面。

记者 耿 辉摄

（上接第一版）
就业是民生之本，牵动千家万户，直接关

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大局。
在 2016 年底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

上，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坚持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做好工作，努力保持全省就业形势平稳、
社会大局稳定，切实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

在 2017 年全省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省长许勤作出批示，要求大力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统筹做
好高校毕业生、去产能分流职工、农村劳动
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从2012年开始，我省连续五年超额完成
全年就业目标任务。2016年，全省城镇新增
就 业 76 万 人 ，年 末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为
3.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校毕业生就业稳中向好。
又到毕业季，就在许多高校学子为求职

而奔波时，沧州医专护理系的毕业生李祎并
没有忐忑焦虑。作为沧州医专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301 医院）订单班的一员，她已经
参加完该医院的上岗培训，即将正式签约成
为一名护士。

针对企业需求开设订单班，实现人才与
用人单位的“零距离”对接，是近年来我省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直以来，我省都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作
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积极搭建岗位对接平台。推进就业创业
服务进校园，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就业服务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
项服务活动。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对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实
行“一对一”跟踪式指导和服务。

一系列措施的保驾护航，使我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从 2014 年开始便稳步保持在
94%以上，2016年达到95.3%。

——去产能职工得到妥善安置。
得知陶一矿要在去产能中关闭，在那儿

工作了 9 年的侯建东忐忑了很长一段时间，
以后可怎么养家糊口？

现在，他的忐忑已被新岗位的忙碌取
代。得益于陶一矿开展的煤矿托管业务，他
在山西一家煤矿重新上岗，“解决了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我要努力学习适应新岗位”。

越是经济转型时期，越要重视保障和改
善民生，以稳定就业来稳住大局。

我省建立去产能企业分流职工信息管理
系统，对全省去产能职工统计做到实时更新，

175项指标清晰地记录着每一名去产能下岗职
工的安置渠道、安置进展和一对一帮扶情况。

将去产能职工纳入就业创业政策扶持范
围，开发公益性岗位对困难职工兜底安置，确
保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我省分流
安置 2016 年度去产能职工 5.8 万人，安置率
达到99.5%。

——就业创业精准扶贫扎实有效。
“原来住的破旧房子现在重新翻盖啦！孩

子和老人的吃穿住行也比以前好了。”家住灵
寿县三圣院乡东纪城村的张俭梅现在很知足。

张俭梅一家原来年收入不到 1 万元，老
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依靠家政服务脱贫培训，她在北京当上月嫂，
一个月能挣近9000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省扎实开展就业创业精准扶贫工程，

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开展一对一就业指导
帮扶，将 55 万人纳入台账管理，为 31.7 万人
次提供就业服务。

在一系列就业创业政策的激励下，燕赵
沃土成为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地。目前，全
省已建设311家创业孵化基地，引领1.8万名
劳动者进驻创业，带动就业11万人。

强保障、补短板，破解难题兜住
民生底线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
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2012年1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河
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雪中送炭的民生
速度，兜住了民生底线。

——难题开始破解。
“我知道你们愁得慌，但还是要增强信

心，党和政府会千方百计帮助你们解决困难，
也会进一步研究统筹解决贫困家庭大病救助
的政策措施。”2015年年底，赵克志在阜平县
龙泉关镇大胡卜村调研时，看到身患大病的
困难群众动情地说道。

民生承诺，一字千金。如今，这个饱含关
怀的承诺已在我省落地生根。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要不俺得拖累侄女
一家人都过不好日子。”65 岁的滦平县邢家
沟门村农民李成哽咽着说。

他无儿无女，去年 12 月初患“蛛网膜出
血”住进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费用中

“合规医疗费用”5.3 万元，按新政策报销了
5.1万元，报销比例达96.2%。

李成享受的，是我省2016年对310万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的“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

三条保障线叠加报销后，在省市三级医
院住院合规费用报销比例可达到 90%以上，
在县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合规费用报销比例可
达到95%以上。

——底线加紧筑牢。
“搬了半辈子的家，现在终于有了属于

自己的住房，这下心里踏实了！”滦平县低保
户王桂兰生活拮据，仅靠低保生活，为了能
租到便宜的房子，搬家成了老两口的“家常
便饭”。现在，住进保障房的他们终于安定
了下来。

在宽城满族自治县，唐杖子村的低保户
韦焕起一家也迎来喜事。“我们家共四口人，
生活条件差，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后，
由原来的每月 532 元提高到 640 元，每月多
了108元。”他高兴地说。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我省民生领域的
改革始终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牢牢守住民
生底线。

在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
居乐业的住房问题上，我省出台一系列政策
制度，帮助越来越多的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
圆了“安居梦”。

截至2016年底，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累
计开工建设 247.4 万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覆盖率已达到20.9%。

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方面，2016
年，我省实现农村低保线与扶贫线“两线合
一”，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实现脱
贫的贫困人口实行政策性兜底脱贫，今年农
村低保标准全部达到3300元/年以上。

——保障网越织越密。
“今年，透析报销比例提高到80%。原来

380元透析一次，现在只花92元。”罹患尿毒症
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四街村农民齐彦红说，刷
医保卡，仅透析一项一年就能报销4万多元。

齐彦红享受到的，是和城里人一样的医
保政策。

2016年，一项关乎全省农村居民福祉的
重大变革在燕赵大地展开——打破城乡分
割，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
医保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制度。

“蛋糕”大了，保障更强。参保农村居民
看病报销项目，扩大到原来新农合和城镇居

民医保中所有报销项目。可报销药品从
1000种左右扩大到2900种左右。

去医院，先拿上医保卡。这成为超过
5800万河北城乡参保居民的习惯。

增投入、提收入，促进公平共享
发展成果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
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7月24日至25日，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
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再次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脱贫攻坚、推进共享中努力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

——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提高居民收
入，把“发展的实惠”送到百姓手中。

“姥姥又要涨工资了，走，给你买好吃的
去！”得知养老金又要上涨，省会一企业退休
职工郭红玲高兴地对外孙说。从 2005 年开
始，我省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连续13年实
现上涨。

不止退休职工，2016年河北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9725 元，比 2012 年增长 44.5%。
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来越好，人们的精气神
儿更足了。

人民生活的改善，离不开政府真金白银
的投入。

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下，我省经济由高
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财政对民生领域的
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012年至2016年，在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
障等与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从
3181亿元增长到4870.9亿元，增速较快。

——注重机会公平，让人民群众共享发
展成果。

“走过一道岭，翻过一座山，学校还在山
那边。”曾经，“黑屋子、土房子、泥孩子”是山
区校舍和学生的真实写照。但对于即将升入
赞皇二中初三的郭西诺来说，这样的学习生
活环境已经成为过去。

“学校不但环境好，有电子琴、阅览室、篮
球场、整洁的宿舍、干净的餐厅，还免住宿费、
学杂费，有生活补贴和交通补贴，在这读书基
本不用花家里的钱。”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未
来的期待。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从 2011

年起，石家庄市启动山区教育扶贫工程，对赞
皇、平山、行唐、井陉、灵寿、元氏等 6 个山区
县实施教育扶贫。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累计
转移安置山区学生58664名。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民有所求，政有所
为。

直面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省持续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回应百姓对食品安全关
切，我省对农村食品违法犯罪案件，严禁以罚
代刑；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我省推动电信、公
共交通、水电煤气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改革⋯⋯因症施治，一个个民生“顽疾”正在
得以破解。

——农村面貌加速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稳步提升。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赤城县柳林屯村实现
了污水处理全覆盖，村容村貌彻底改变，村民
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村民张文泉嫁到北京
的女儿，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愿意带着儿子回
娘家多住几天了。听到小外孙说“姥爷家有冲
水马桶，不怕冻屁屁”，张文泉心里乐开了花。

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我省大力推进“四美五
改”（改房、改水、改路、改厕、改厨，做到环境美、
产业美、精神美、生态美），实施12个专项行动，
不断提高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近年来，我省把
美丽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扶贫攻坚、乡村旅
游、生态建设统筹推进，筹集资金700多亿元
建设了13522个省级重点村，建成1112个业
态鲜活、特色凸显的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与张文泉一样感到生活品质提升的，还
有我省各地的老年群体。

“这里跟家里似的，干净、舒心。我每月
交 700 块钱，养老院照顾得很周到。”在卢龙
县第一家社会养老机构善缘养老院里，77 岁
的胡绍芳说，她身体十分硬朗，但子女因为工
作原因不能时常陪伴左右，就主动提出住到
养老院。有人照顾了，子女就放心了。

面对我省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省委、省
政府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目前，我省
各类养老机构达到1524家，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突破 3600 所，农村互助幸福院突破 3.1 万
所，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5张
以上，初步建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把人民的“小事情”放在心上，把人民的

“大责任”扛在肩上，奋力书写民生改善新篇
章，河北人民的生活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