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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到2020年,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350家，市级以上

示范性家庭农场发展到120家

曲阳

扶贫政策“一村一处方、一户一套餐”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
保定协作中心成立

太 行 山 高 速 公 路
西阜保定段通过验收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

开展“保供暖”专项行动

唐县民警魏爱民

荣获“保定楷模·

时代新人”称号

保定市远程医疗中心（互联网医院）

完成第一阶段组网调试

走失老人昏倒乡间
望都民警真情施救

涿州8岁小学生赵芸卿

获青少年国际象棋

世锦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寇国莹）11 月 22 日，
保定市清苑区西林水村村民孙新京，正
在“好梦林水”微度假体验区的果蔬种
植区内给蔬菜浇水。“好梦林水”微度假
体验区是由天津创世生态景观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在西林水村流转土地建设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加上已建成
的“梦幻玫瑰园”“好梦花房”等项目，共
吸收了周边6个村200余名村民就业。

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
壮大，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日
前，保定市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
政策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
施意见》。意见要求，在完成农村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全市土地流转率达到 45%以上，建
设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50 家，市级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350 家，市级
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发展到 120 家，市
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发展到 200 家，示
范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
25 家，创建市级以上农业示范联合体

20个。
持续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建立

并完善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乡（镇）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全面开展土地流
转服务工作。鼓励各县（市、区）对土地
流转期限在 5 年以上、流转面积在 100
亩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奖补。
支持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等。建立健全集农技指
导、信用评价、保险推广、营销服务于一
体的公益性、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
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
营水平，大力培育农机作业、统防统治、
集中育秧、加工储存等农业经营服务组
织，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依法促进规范运营。鼓励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农
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逐步建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名录并向社会公布。深入推
进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农业示范服
务组织、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创建，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示范社监测工作，到 2020 年，市级
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发展到 120 家，市
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发展到 200 家，市
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350 家，示
范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
25 家。

逐步完善利益联结。发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
业经营共同发展。开展组建收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主体试点工作。每年申
报省级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示范组织
10家，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到 2020 年创建市级以上示范联
合体20个；开展财政扶贫资金入股新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工 作 ，2018 年 底 达 到
350家。

为实现上述目标，保定市将强化财
政支持，加大市、县两级财政涉农资金
统筹力度，更多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
斜，重点支持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重点龙头企业开展农业生产
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整理、储存、保
鲜设施建设，农产品流通、品牌建设和

“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等。另外，优先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各类财政
资金支持的农业项目。

落实税收优惠。家庭农场的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农
业和小微企业减免税政策；农民专业合
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
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
应的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销售自产农业产品的免征
增值税；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取得的
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性扶持资金，按照
国家税收有关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创新融资服务。开展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加快市、县农业信
贷担保机构建设，实施省制定的担保费
补助、风险补偿、代偿补助和贷款贴息
办法。支持龙头企业为其带动的农户、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

本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
郭英焜）这两年，正在河北轨道运
输职业技术学院上学的程玲莎切
身感受到，曲阳县深入实施的“一
村一处方、一户一套餐”扶贫政策
给她家带来的实惠——

乡卫生院医生定期上门为长
年有病的奶奶免费体检，教育扶贫
政策让她每年能享受国家 4000 元
助学金和县政府 2000 元资助金。
另外，她和奶奶每年还能享受政府
光伏扶贫分红 3000 元、社会保障
2520 元，产业就业扶贫分红 600
元、农业补贴270元。

在曲阳县，像程玲莎这样受益
于多项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共 7019
户、16217 人。“‘一村一处方、一户
一套餐’是我们在走访全县 100 多
个村2000余户贫困户基础上，针对
贫困村退出、贫困户退出指标提出
的精准帮扶之策，使户户有了增收
项目，人人有了脱贫门路。”曲阳县
委书记王芃介绍说。

曲阳县位于燕山-太行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2015 年底，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32576 户、62391 人，涉及 16
个乡镇的 166 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为
11.2%。经过近两年的脱贫攻坚，目前全
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 7019 户、16217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9%。

在该县北部山区范家庄乡上高堡村
的“一村一处方”表格上，全村总人口、贫
困户总数、贫困发生率等基本村情，医
疗、住房、教育、产业扶贫等总体情况，优
势劣势、存在短板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和
各项脱贫措施等内容一目了然。依据这
些村情，2016 年底，上高堡村投资 200 多
万元成立了众康鞋业有限公司，吸收 68
户贫困户金融扶贫资金、示范性企业资

金等入股。上高堡村党支部书记武永发
介绍，目前，以金融贷款方式入股的 68
户，每户每年能分 1000 元至 3000 元股
金；进公司打工的，每人每年能收入 2 万
多元薪金；以土地入股的每年能收入
500元至1600元不等的租金。

“‘一户一套餐’详细列出贫困户家
庭情况、‘两不愁三保障’情况、致贫原
因，以及享受扶贫政策及后续帮扶措施
等，涵盖产业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社会
保障、农业补贴等 16 项，扶贫部门、驻村
工作组和乡村干部根据每户家庭实际情
况为其进行量身定制。”曲阳县县长石志
新说。

家庭情况不同，“一户一套餐”的组

合也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贫困
户早日实现脱贫。程东旺村杨建中的“扶
贫套餐”涵盖他和妻子张菊荣、长子杨龙
3 人。杨建中今年 59 岁，患脑血栓后遗
症，长子杨龙今年 30 岁，由于车祸丧失部
分劳动能力。今年，他们除享受产业就
业、健康扶贫等扶贫政策外，杨建中还在
村中公益性岗位上岗，每月工资 500 元；
杨龙在村里开了一家自行车和电动车修
配摊，通过双手实现自食其力。

“‘处方’因村而异，‘套餐’因人有别，
这种精准帮扶措施使贫困村、贫困户退出
的路径更加清晰，帮扶措施更加具体，脱
贫效果更加稳固。”曲阳县扶贫办主任杨
江勋说。

本报讯（记者寇国莹）“今年比往
年 明 显 暖 和 了 ，温 度 要 高 出 2℃ 至
3℃。”11 月 22 日，保定市监狱宿舍小
区周占虎家中暖意融融。他家所在的
15 号楼在小区热力站的远端，往年都
存在暖气不热的问题，经过大唐保定
供热公司的“冬病夏治”后，多年顽疾
终于解决了。

“冬病夏治”是大唐保定供热公司自
今年4月份开始实施的供热设备检修、
维护和优化工程，老旧小区是重点治理
范围。为保证本采暖季稳定供暖，大唐保

定供热公司已投入4000多万元，完成对
213座热力站的治理，并对新增66座热
力站能耗分析系统进行优化。

据保定市监狱宿舍小区热力站负
责人王应兵介绍，监狱宿舍小区共 44
栋楼、1600户居民，供暖面积近13.7万
平方米。在 2015 至 2016 年供暖季，该
小区由锅炉供热改为集中供热，纳入大
唐保定供热公司集中供热管网。但由于
热力站设计存在问题，站内管道弯路
多、机组输出功率小，在管网远端、末端
的居民家里，冬季供暖不能达标。

在2016至2017年供暖季，大唐保
定供热公司接手该小区，发现供热问题
十分突出。接到居民投诉后，虽几经上
门修复，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
年 7 月，针对该小区供热存在的问题，
大唐保定供热公司投入 30 多万元，对
小区热力站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加大
了热力站输出功率，增加了热力泵，从
根本上解决了热力输出问题。“小区供
暖已经多半个月了，几乎没接到报修电
话。”王应兵说，经过改造后，小区居民
家中温度平均提高了2℃至3℃。

本报讯（李卡）近日，从保
定市远程医疗中心项目推进会
上获悉，该市互联网医院建设
完成第一阶段组网调试工作，
标志着保定市远程医疗中心建
设全面铺开。

据了解，保定市远程医疗
中心（互联网医院）通过互联
网+医疗健康的模式，利用远程
互联网技术为群众提供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优质医疗服务。平
台向上连接国家远程医疗中心
平台（中日友好医院），经该市
远程医疗中心节点（保定市第
一中心医院），向下对接至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调试，该
市远程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完成
了第一阶段组网运行，在现有
11 家试点医疗单位的基础上，
远程医疗中心平台基本实现了
国家、市、区、县、乡、村加流动健
康体检车、移动手机端的“6+2
模式”，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
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断、远
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诊断、远
程治疗指导和远程咨询。

据悉，项目试运行已完成
远程教育直播课 34 期，远程会
诊 17 例，完成了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和二三级医院下转率双提
升目标。

大唐保定供热公司

治理213座热力站确保稳定供暖

本报讯（记者寇国莹）11 月 22
日，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保
定市委宣传部授予唐县石门派出所
基层民警魏爱民“保定楷模·时代新
人”称号（魏爱民的事迹本报 11 月
16日13版曾予以报道）。

魏爱民是唐县军城镇石门派出
所一名基层民警。扎根深山的 18
年来，他将辖区的每家每户、每个角
落走了一遍又一遍，对辖区民情了
如指掌，被称为“石门通”；他曾在离
家60 公里远的派出所，连续值守72
天，他还临危不惧，从歹徒刀下救出
人质。担任石门乡虎峪村扶贫工作
队长、第一书记，他千方百计为村里
谋划实施文化广场、道路维修、光伏
电站等项目，推动该村脱贫出列。
因长期奋战在一线，积劳成疾，今年
10 月 19 日，魏爱民突发脑干出血，
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被同事发现后
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仍在
昏迷之中。

本报讯（长安、范钊）近日，涿州
市双语学校三年级学生赵芸卿在西
班牙圣地亚哥市举行的青少年国际
象棋世界锦标赛中，以八胜三和积
9.5 分的成绩荣获女子 8 岁组世界
冠军，并助力中国队以两金一铜战
绩获团体冠军。

赵芸卿自幼儿园大班开始接触
国际象棋，先后参加过市、省及全国
国际象棋比赛 30 余次，屡屡获奖。
2018 年先后获得同年龄组全国锦
标赛冠军、东亚锦标赛冠军，并取得
11 月代表中国出征西班牙世锦赛
的资格。

涿州市双语学校是国际象棋特
色学校，自2009年起，国际象棋就成
为该校一门校本课程，在一至三年
级开设，每周一课时。截至目前，国
际象棋教育普及人数已达万余人。

本报讯（刘冠楠、李健）11
月 17 日是第 18 个“世界肺癌
日”。当天上午，首都医科大学
肺癌诊疗中心保定协作中心在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成立。这是
保定市推进京津冀医疗卫生协
同发展的又一具体举措。

为解决保定患者看病难问
题，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与首都
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该中心，

双方将在肺癌的诊疗技术、科
研教学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致力于肺癌的早诊、早治和规
范治疗，努力提高肺癌的综合
诊疗水平。该中心将以河北大
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和胸外科
为核心，在保定建立肺部肿瘤
综合治疗联盟，在肺癌早诊早
治、多学科联合诊治、临床路径
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本报讯（于波）11 月 13 日，
望都县公安局贾村派出所迎来
了几个特殊的访客，他们手持
锦旗，感谢派出所民警对自己
亲人的救助。

11月6日7时，望都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北贾村村北的田地里有一名昏
迷的老人。贾村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往现场，发现昏倒在地的老人
身上满是尘土，脸色青紫。出警

人员一边对老人采取急救措施，
一边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在等待120的过程中，辅警张烨
把老人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
温暖老人，教导员刘克脱下上衣
盖在老人身上，并不停地为老人
搓手搓脚。通过民警的救助，老
人逐渐恢复意识。原来，老人是
蠡县人，已经走失两天，家里人
正四处寻找。由于救助及时，目
前老人已经脱离危险。

本报讯（通讯员贾佳 记
者寇国莹）11 月 21 日，太行山
高速公路西阜保定段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

太行山高速公路西阜保定
段工程难度大，施工中使用了工
程BM、隧道仰拱等先进技术，其
中胭脂河大桥高墩大跨波形钢

腹板挂篮施工技术最先进。另
外，绿化工程一处一景，收费站
造型独特，道路的压实度、平整
度均符合设计要求。据悉，各参
建单位将全力做好后续收尾工
作，加快机电、环保等附属工程施
工进度，并与交警、路政等协调
联动，确保安全、平稳转入运营。

本报讯（庞龙光、徐华）从 11 月 15
日起，国网保定供电公司启动了“保供
暖”专项行动，重点对煤改电用户的室
内线路、用电设施等进行检查，确保用
户安全用电、温暖过冬。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明年 3 月 15

日。在此期间，国网保定供电公司将
联系涉及煤改电的社区和村庄，开展
入户走访活动，收集煤改电用户意见
建议，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另外，该公
司 还 成 立 了 342 支 抢 修 队 伍 ，共 计
2210 名抢修人员、710 台应急发电车

和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有问题能
第一时间处理；推行网格员引领服务
模式，网格员负责对所辖区域进行管
理，努力实现以最快速度到达抢修现
场、以最精准技术迅速恢复供电的
目标。

北京房山区投入4600余万元
助力涞水旅游扶贫

11 月 22 日，纪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大型红色话剧
《寻路》在高阳宏润礼堂上演，500余名学生和企业职工代表现场
观看。 通讯员 沈 齐摄

为给广大
市民创造更加
优美舒适的休
闲空间，保定
市对竞秀公园
进行了升级改
造。日前，公
园主体景观建
设 已 基 本 完
工。

通讯员
罗大庆摄

本报讯（王迎梅）北京市房
山区与涞水县建立结对帮扶关
系以来，明确了“优化景区、美
化村庄、做强能人、做富农户”
的“双化双做”旅游产业帮扶思
路，陆续实施了百里峡旅游扶
贫项目、龙门天关旅游扶贫项
目、南峪休闲康养扶贫项目等
一批旅游扶贫项目，共计投入
京冀对口帮扶资金 4600 余万
元。目前，龙门天关旅游扶贫项
目已成为野三坡旅游资源新
亮点。

龙门天关景区自 2002 年
运营以来，未进行大的提升建
设，基础设施发展滞后，配套设
施不健全，景点开发不充分，严

重影响当地旅游业发展。涞水
县九龙镇大龙门村、北龙门村
等 20 多个村庄都在景区附近，
许多人生活贫困，靠外出打工
和种地维持生活。

经过严格考察论证，涞水
县决定对龙门天关景区进行改
造提升，总投资 2100 万元，其
中 使 用 京 冀 对 口 帮 扶 资 金
1331 万元。该项目从今年 6 月
开始建设，仅用短短 4 个多月
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改
造提升后的龙门天关景区焕然
一新，景区周边5个村的200多
个农家院游客爆满，实现收益
700 多 万 元 ，分 红 资 金 92.1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