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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由石家庄市博大交通公路工程实施有限公司承建的大

广高速公路衡大段收费岛增设防撞实施工程项目，现该
项目已完工，特在此公示，如有工资拖欠异议，请在公
示之日起 15 天内及时联系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办理。

项目部联系人电话：13373512673
管理处电话：0318—6941692
石家庄市博大交通公路工程实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本报讯（记者潘文静）省发改委日
前印发《河北省“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
划》提出，从全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
战略出发，围绕生物质清洁供热，农林
生物质发电全部发展热电联产，不断提
升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水平，加快生
物质能热电联产在区域居民供暖和中
小型工业园区供热中的应用，构建分布
式绿色低碳清洁环保供热体系，有效治
理雾霾，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十三五”期
间 ，全 省 规 划 新 建 农 林 生 物 质 发 电
217.43 万 千 瓦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发 电
111.15万千瓦。

“农林生物质能属于可再生资源，
具有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等特点；
垃圾焚烧热电联产是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的重要手段。”规划指出，我省
是农业大省，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
源。据统计，全省农作物秸秆资源可收
集资源量约 5841.9 万吨，全省城镇生活
垃圾年清运总量约 1129.4 万吨。大力
发展生物质能利用，对替代部分化石能
源消费、促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供应

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期间，全省将推进四项主

要任务。
重 点 推 进 县 域 清 洁 供 热 示 范 项

目。对纳入“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
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的项目，加快开展
项目前期工作，切实落实示范项目建设
技术要求，推进项目如期投产，为城乡
及工业园区（开发区）提供清洁供暖和
工业蒸汽，直接在用户侧替代燃煤，构

筑中小型区域清洁供热体系。
大力发展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

新建农林生物质项目全部发展热电联
产，落实当地县城供热负荷，采用加装
生物质锅炉等方式满足清洁供暖需求，
为县级区域供暖。对已投产农林生物
质纯发电项目，采取低真空循环水、抽
气外供蒸汽、吸收式热泵等方式进行供
热技术改造，为周边供热。

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

联产。在做好环保、选址及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在大中城
市及人口密集、具备条件的县城，依托
当地热负荷，稳步推进城镇生活垃圾焚
烧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推进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供热改造。

加快生物质热电联产技术进步。
鼓励结合生物质示范项目建设，应用生
物质锅炉先进技术、垃圾焚烧处理新技
术，推广高参数锅炉，推进智能化供热
计量、监控和管理，建立适应资源和负
荷特性的运行机制。农林生物质热电
联产项目严禁掺烧煤炭等化石能源，环
保设施稳定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省发改委将会同各地相关部门，统
筹协调做好规划落实工作，重点解决项
目选址、并网接入、供热管网、环境保护
等问题，保障规划项目如期开工、按期
投产。建立健全生物质发电开发规划
管理，做好与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
开发及并网接入的衔接。依托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与河北省
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及时掌握规划执
行情况。

我省印发“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

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 217.43万千瓦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从省食药监
局获悉，该局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今年年底前，实现 80%以上的政
务服务项目与省政府政务平台对接，
实现“一网通办”，并逐步实现所有项
目都能在网上办理。

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局动态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行政
权力清单，并通过政务网站向社会公
布。建立实施了行政审批事项受理、
审查、许可“三分离”制度，形成责

任明晰、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
目前，“四品一械”各类审批事项中
有 165 项 （包括子项） 实现网上办
理，约占全局审批事项总数的 81%。
同时，该局已全部实现行政审批项目

“一个窗口对外”，做到政务大厅受
理、业务处室审批、政务大厅出证并
送达，提高了审批效率，促进了监管
工作开展。

下一步，该局将结合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管局“三定”规
定，全面梳理省市县三级行政权力事

项，能取消的取消、能下放的下放，把
该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放彻底、放到
位。做好取消下放事项衔接落实工
作，对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持续
开展跟踪评估，加大对市县业务部门
和工作人员培训指导力度，确保基层
接得住、管得好。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实现日常检查“双随机”全覆盖，构
建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
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

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
方式，坚持科学审评、规范检查，处
理好严格监管与热情服务的关系。培
养“一专多能”监管人员，提升监管
能力和水平，优化许可准入，着力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防止监管缺位。探
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对食品药品新
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
强信用监管，促进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落地实施。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做到“清单
之外无证明”。

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今年年底前

八成以上食药政务服务项目对接省政府政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9 月
11 日，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雄
县、容城县、安新县直属分局挂
牌仪式分别在三县举行，这意
味着三县环保局正式更名为

“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雄
县（容城县、安新县）分局”。

作为省环保厅派出机构，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创新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由省环保厅
和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双
重 管 理 ，以 省 环 保 厅 管 理 为
主。经省委组织部批准，成立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三
县 分 局 为 分 党 组 ，实 行 垂 直
管理。

作为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

直属分局，三县分局实行雄安
新区生态环境局和三县县委、
县政府双重管理。由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局对分局领导班子和
副科级以上干部实行直接管
理，生态环境局环境执法支队
对三县分局环境执法队伍执法
业务实施统一调度管理。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三县分局成立后，
将提高宗旨意识和业务素质，
主动服务于县委、县政府的工
作大局。按照“五年内保持战
时工作状态”的工作要求，以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以更
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
施扎实推进各项环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日
前，省工信厅印发《关于征集河
北省企业上云服务提供商的通
知》。即日起至9月21日，我省
企业上云服务提供商开始申
报。申报范围是为企业上云提
供云服务的有关企业（以下简
称云服务商），主要包括云平台
服务商和云应用服务商。

云平台服务商是指集云系
统构建和云服务运营于一体的
服务商，以在线的方式，提供安
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平台系
统、业务应用、设备产品、制造
能力（资源）等云上服务，并根
据不同场景下的业务需求，提
供云计算产品、服务及全局解
决方案。

云应用服务商是指云平台
服务商的生态合作伙伴，重点
为企业上云提供规划、设计、实
施、验证、运维等方面的服务，
主要包括基于云的应用软件开
发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系统集
成商、工业信息安全服务商，以

及其他帮助企业具体实施上云
项目的服务商。

申报需满足以下条件：在
河北省内登记注册，运营和财
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云服务商
已经服务的上云企业不少于50
家；提供软件类服务的云服务
商要具有软件著作权或产品登
记证，代理其他公司产品的须
提供代理授权证书或协议；提
供平台类服务的云服务商应当
具有互联网经营许可证或相关
授权许可证明；云平台服务商
要具有数据接入安全、平台安
全和访问安全等安全保障能
力；云服务商在现有服务费基
础上给予上云企业不低于 30%
的优惠，并承诺优惠后的资费
价格不高于给予其他省市上云
企业的实际服务费价格。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申报：违反国家相关法律和政
策规定，在经营管理、企业诚信
等方面有不良记录的；发生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9 月
10 日至 11 日，京津冀深电子信
息产业对接会在涞水县举行。
本次会议由北京电子商会、河
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
天津市电子工业协会共同主
办，以“服务协同发展，助力产
业合作”为主题。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深圳的 50 余家电子
信息企业，进行了重点项目及
新产品推介、产业链合作研讨，
并举行了签约仪式。

会上，华银基业集团总裁
助理张海文就涞水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作了整体
推介，并与北京中发飞询网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北省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广东
华冠半导体有限公司、深圳市
金航标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
科特翎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单
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
在电子产业领域深入合作、协
同发展、互利共赢。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
三县直属分局挂牌

河北省企业上云服务
提 供 商 开 始 申 报

京津冀深电子信息产业
对 接 会 在 涞 水 举 行

会上签署6个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位于隆
尧县的河北凤韩食
品有限公司的工人
在分装出口韩国的
辣白菜。近年来，
隆尧县大力支持泡
菜加工产业原料基
地建设、品牌创建、
科技创新、出口创
汇等，该县企业生
产的韩式辣白菜、
萝卜干、桔梗等泡
菜，不但上架伊藤
洋华堂、沃尔玛等
知名卖场，还出口
韩国、日本等国家。

记者 陈建宇摄

本报讯（通讯员郭迎春 记者邢杰
冉）省气象台预计，9月12日至14日，我
省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多雷阵雨或阵
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

从降雨情况看，12 日白天，张家口、
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
晴。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张家口、保定
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
区多云。13日夜间到14日，张家口、承德
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西部多云转阴
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2 日，北部设区市（张家口、承德、
唐山、秦皇岛）最高气温为24℃至28℃，
中南部设区市为 28℃至 30℃。13 日，
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25℃至29℃，中
南部设区市为26℃至31℃。

今起三天

我省西北西南多雷雨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吴韬、高珊）近日，石

家庄、唐山、邢台等地法院依法对田俸
豪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爆炸、敲诈勒
索、信用卡诈骗，戴春雨等寻衅滋事、敲
诈勒索、聚众斗殴，赵明等开设赌场、寻
衅滋事、故意伤害等38件涉黑恶案件进
行了公开宣判。

被告人田俸豪等人自 2017 年以来
为牟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经常纠集在一

起，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爆炸、敲
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形成恶势力集团。
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
罪、寻衅滋事罪、爆炸罪、敲诈勒索罪对
首要分子田俸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对其他被告
人分别判处六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及相应罚金。

被告人戴春雨自 2015 年以来多次
单独或是纠集他人实施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和聚众斗殴，并为帮助其侄子戴金
峰竞选唐山市大代庄村村委会主任职

务，召集其家族及朋友阻碍选举正常进
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唐山市开平
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聚众斗殴罪对被告人戴春雨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十万元，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四
年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罚金。

被告人赵明 2013 年以来纠集张彦
辉（在逃）、李晓松、王京广、李奇祥、范永
军、吴玉龙、牛华明、范少波、叶书霞（另案
处理）等人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形
成了以赵明、张彦辉为首要分子，李晓松、

王京广、李奇祥、范永军、吴玉龙、牛华明、
范少波、叶书霞等人为骨干成员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扰乱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邢
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该案
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对首要分子被告
人赵明以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故意
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六万元，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四
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罚金。

此外，石家庄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了
王硕、何林等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 12
件恶势力犯罪案；唐山法院依法公开宣
判了孙立冬、王彪等敲诈勒索等10件恶
势力犯罪案；邢台、邯郸、秦皇岛、张家
口、沧州、衡水、廊坊等地法院依法公开
宣判了孙德志、王军等寻衅滋事、开设
赌场等13件恶势力犯罪案。

我省集中宣判38件涉黑恶案件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从省
环保厅了解到，河北大名经济
开发区（城西区、装备制造区）、
河北曲周经济开发区（中区、北
区）、河北永年工业园（高新建
材区）、漳河经济开发区，从 9
月 4 日起被实施新增水污染物
排放建设项目区域限批。限批
期限为3个月。

据介绍，根据《国务院关于
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通知》要求，2016 年底前我省
所有工业集聚区均应按规定建
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
自动在线监控装置。逾期未完
成的，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
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
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
区资格。截至目前，河北大名
经济开发区（城西区、装备制造
区）、河北曲周经济开发区（中
区、北区）、河北永年工业园（高

新建材区）仍未建成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漳河经济开发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未安装自动在
线监控装置。

省环保厅提出，暂停审批
上述 4 个园区增加水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除不产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
水，或产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
水但具备在厂区内全部回收利
用，不向外环境排放（含直接排
放和间接排放）的新建项目，以
及“增产不增污”的改、扩建项
目之外，其它新、改、扩建项目
一律视为增加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建设项目。

对暂停审批期限届满后仍
未完成整改任务的，除继续暂
停审批增加水污染物排放建设
项目的环评文件外，省环保厅
将会同有关部门向省政府提出
撤园申请。

我省对四个园区新增水污染物
排放建设项目实施区域限批

制图/王戬芬

（上接第一版）落实“城乡一体化”编制
标准，建立了教师补充长效机制，建立
了“评聘合一，即评即挂”的教师职称评
聘制度；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区财政本
级在教师绩效工资外增设了农村教师
岗位津贴、寄宿制学校教师津贴、班
主任津贴等。石家庄市教育局副局长
马建国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改革
创新，坚持教育公平，完善教师交流
轮岗等制度，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再立新功。

“我们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
诲和殷切希望。”保定学院院长胡连利
说，学校将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
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

各环节，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
展规律，持续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突
出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提高专业教育
质量，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练就过硬本领、锻造意志品质。
河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大一新生柴晓艺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她表示，一定好好珍惜大
学时光，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能
力，将来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成为立志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义务教育研究
室副主任李学红表示，作为教育科学研
究人员，要以实际行动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加强理论学习，注重提升自
身思想政治素质，同时发挥好教科研单

位研究、引领、指导的职能，借助研究、
培训等形式服务基层学校和教师，为我
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不懈努力。邯郸市委宣传部副调研
员李亚萍介绍，近年来，该市宣传与教
育部门十分重视尊师重教宣传工作，目
前“美丽邯郸最美教师”推选展示活动
已进入评审环节。“此次评选把师德建
设放在首位，深入挖掘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扎根一线的优秀教师。下一步我
们将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最美教师的感
人事迹，充分展示新时代人民教师的精
神风采，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
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
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

任。秦皇岛市民韩璐深有感触地说：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家庭教育是其他教育的基础，
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
人的教育。我们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
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在家庭中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孩子讲
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廊坊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
部部长张淑芬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对妇联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
务家庭教育提出新要求。今后，我们
将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帮助广大家长学习掌握科学家庭
教育方法。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困境
儿童群体家庭教育的支持服务，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