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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雄
安新区管委会印发的《雄安新区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
行）》提出，雄安新区将建立招标投
标公共服务平台、交易平台和行政
监督平台，并逐步对接市场监督、
税务、公安、法院、海关、银保监等管
理部门及行业协会相关数据，推进
招标投标主体数据共享。

加强招标投标信息化建设，推
行全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实行全流
程透明化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外，招标
投标信息全部公开。在招标投标活
动 中 ，全 面 推 行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BIM）、城市信息模型（CIM）技术，
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可
信身份认证体系和证照库，项目信
息、企业信息、人员信息、文件流转、
资金支付等信息通过区块链技术加
密备份。鼓励社会招标投标电子交
易平台对接雄安新区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新区
招投标活动。

创新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建立招

标投标信用体系。加强对招标投标大
数据智能分析，依托新区招标投标公
共服务平台、交易平台和行政监督平
台，在招标投标和工程建设各环节，
对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
标专家等主体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
和研判分析，并纳入信用评价体系，
降低决策风险和廉政风险。

结合BIM、CIM等技术应用，逐
步推行工程质量保险制度代替工程
监理制度。建设以大数据和区块链
为基础的企业和个人诚信评价体
系，实时公布各方主体信用信息及
信用评价指数。信用评价指数应作
为投标人及其从业人员的评价指
标。招标人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实
际需要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信用评价
指数具体要求。实行黑名单制度，列
入黑名单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不
得参与新区的工程项目建设。

招标人应当拒绝有 6 种情形之
一的企业或从业人员参与投标，并
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招标
文件中予以明确。这 6 种情形包括：
近3年内（从资格预审公告或招标公
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其法
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近1年
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通投
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
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等原因被给予行政处罚且在处罚
期内的；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
责令改正而未改正或被列入拖欠工

资“黑名单”且在公示期内的；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列入“信
用中国”的其他失信行为，且在公示
期内的；依法应当拒绝投标的其他
情形。

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为手段、以重点监督为补充、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机制。采用现场
监督与在线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
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发现违反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应当及时制止
或者责令整改，必要时可暂停招标
投标活动。畅通投诉渠道，建立网上
投诉平台。投诉内容及其处理结果
依法公开，接受舆论和公众监督。建
立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公共服务
局、改革发展局、审计、监察、公安等
部门联席工作机制，开展联动执法，
及时查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

办法适用于新区范围内工程建
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及其管理活动，旨
在规范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雄安
质量”，建设廉洁雄安。

办法提出，新区公共服务局是
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
动的主管部门，负责招标投标活动
的指导协调和综合监督。新区综合
执法局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审计机关对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项目实行全过程
跟踪审计。

建立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雄安新区推行全程电子化招投标

□记者 张伟亚

为保护和弘扬雄安新区优秀传统
文化、延续雄安历史文脉，1 月 25 日下
午，雄安新区首届非遗展演活动在北京
服装学院容城时尚产业园上演，来自新
区三县的13支非遗表演团队参加演出。

展演活动在一曲气势恢弘的笙管乐
中开场，随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鹰爪翻子拳、雄县亚古城村音乐会，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河大鼓等轮番
上演，刚柔相济的功夫、古朴悠扬的音乐
会文场演奏、丰富多变的杂技、粉墨登场
的戏曲表演等，精彩纷呈的节目，给现场

观众带来无比美妙的艺术享受。
数百名观众被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深深吸引着。鹰爪翻子拳武师们刚一亮
相就牢牢吸引了容城中学生王钦的目
光，鹰爪 108 式、地躺拳、罗汉拳、流星
锤、双钩及刀枪对决等表演威猛精妙，
王钦直呼过瘾。看到几个同龄少年在台
上的威风劲儿，他羡慕不已。

舞狮表演也是本次展演的一个亮
点。容城县师庄村狮子会创建于民国年
间，历经风雨沧桑，长盛不衰。以第四代
传人李林为代表的新一代舞狮艺人在
传统表演的基础上，借鉴杂技的表演技
巧，丰富了北狮表演的表现力，增加了
表演难度和惊险性，使传统舞狮艺术得
到了更多群众的喜爱。

据介绍，此次参加展演的演员全部
是来自雄安新区部分乡镇的村民，为了
能给观众呈现一场难忘的演出，13支非
遗表演团队早出晚归、不顾严寒、刻苦
训练。展演前夕，因为舞台场地有限，舞
狮表演者顶着重重的服饰，在室外重复
着扑、跌、翻、滚、跳等动作，汗水浸湿了
衣服，湿冷难耐，却没有人叫苦。

已经 75 岁高龄的刘通民老先生出
身技艺世家，曾经在全国的许多杂技团
体中搭班演出。接到这次非遗展演的邀
请后，刘通民积极参加预演排练，往往

一跟就是一天。“非遗文化是老祖宗留
下来的宝贝，新区非常重视弘扬咱们的
传统文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我就是再累也值得！”

演员们的付出也得到了观众们的
认可。“这个活动搞得好啊，这么多的非
遗项目集中在一起，好看又好玩儿，热
热闹闹的，顿时就有了过节的氛围，希
望能多办几场。”一位 60 多岁的大妈对
表演竖起了大拇指。

据介绍，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
在对雄安新区三县所做的非遗普查中
发现，境内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约
有 300 多项，包括国家级非遗项目雄县
古乐、鹰爪翻子拳、圈头村音乐会等，省
级非遗项目传统造船技艺、王派西河大
鼓、端村音乐会等，市级非遗项目师庄
村舞狮、雄州黑陶、北辛庄村飞叉等，还
有大量刚刚被发现、尚未列入各级非遗
名录的项目。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人员表示，雄
安新区将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示范区，这是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面临的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新区将鼓
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
造、提升并生成新的业态，让其更具有市
场活力。希望非遗工作者能够从自身做
起，将雄安的非遗文化发扬光大。

让雄安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雄安新区首届非遗展演活动侧记

25 日下午，雄安新区首届非遗展演活动在北京服装学院容城时尚产业园举
行。图为安新县姬庄村姬家吹打班表演吹打乐。 记者 张伟亚摄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从雄安新区
日前召开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
改调度会上获悉，雄安新区将切实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按照相关要求，确保4月18
日前完成 9 个问题的整改，其余问题
按要求时限完成。

去年 5 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我省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环保
督察“回头看”，向省委、省政府反馈了

“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这次“回头
看”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我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又一次全面体检和把脉
会诊。

雄安新区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工作，成立了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要
求新区各部门及三县提高政治站位，
严格落实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反馈问题整改作为自觉践行“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不折不扣地完成整改任务。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涉及
雄安新区12个问题。对此，新区要求，
各相关部门和三县要主动认账领账，
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坚决做到“四个
确保”，即确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全
部解决到位，确保移交的问责清单全
部处理到位，确保提出的指导意见和
要求全部落实到位，确保人民群众满
意。确定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问题工作
联络员，严格每周报送进度要求。依
法依规严肃责任追责，对落实责任不
力，特别是“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进一步严
肃追责。

强化问题整改，全力以赴推动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落实，确保督察反馈的问题
全部解决到位。深入解决整改不坚决、
不彻底、不到位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整改，确保按时间节点高质量整改
到位。落实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及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反馈意
见问题整改验收销号，建立销号制度。

切实强化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
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
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责任，
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
督办，对本地本部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落实工
作负总责。

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加大
散煤治理、“散乱污”企业治理、重型柴油车污染治理、农村垃
圾和生活污水处理等行动力度，对“回头看”指出的问题盯住
不放，一抓到底，限期整改到位，建立长效机制，让群众看到实
实在在的成效。

下一步，新区各相关部门和三县将积极配合，全面开展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验收销号工作。按照要求，新区将在规定期
限内完成其余问题的整改，三县负重加压，倒排工期，严格在
要求时限内完成问题整改，并对照省整改方案和新区整改方
案要求，对问题进行认真自查，及时查漏补缺，补充完善。新
区 9 个部门为牵头单位，分别成立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问题验
收销号组，严格按照省整改办要求对问题进行验收销号。

近日雄安市
民服务中心内行
驶的无人驾驶售
货 车 。 在 园 区
内，自动驾驶汽
车 在 道 路 上 行
驶，园区内设置
了 无 人 驾 驶 停
靠站。
记者 陈建宇摄

无人驾驶售货车无人驾驶售货车
亮相市民服务中心亮相市民服务中心

安新县家庭服务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1 月
25 日，中国雄安集团对外发布

《容城县填埋场腾退工程项目
勘察设计招标公告》。项目投
资估算为 1 亿元，勘察设计服
务期限40天。

根据公告，容城县填埋场
位于城区东 4 公里马庄砖窑旧
址，暂存场位于雄县双堂乡韩
庄村西北废弃坑塘，招标范围
包括输氧曝气、暂存点防渗系
统、渗滤液运输及处理、陈腐垃
圾筛选等。项目内容需充分考
虑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以大
数据和区块链为基础，全过程

中产生的建筑信息模型（BIM）
数据需统一接入新区城市信息
模型（CIM）管理平台，并通过
区块链资金管理平台进行本项
目的全过程资金管理。

公告显示，项目业主为中
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
招标人为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
构为中化商务有限公司。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
止 时 间）为 2 月 26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容城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从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局获悉，雄安新区进一步强化
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对654家
重点排污企业实行分表记电，其中，雄
县408家、容城县36家、安新县210家。

为增强生态环境执法规范化和精
准性，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加大科技
执法力度。利用无人机配合现场执
法，排查黑臭水体、纳污坑塘等各类环
境问题，使执法模式更加立体化，检查
范围得到有效拓展。按照省生态环境
厅重新核定重点排污单位相关要求，
自行报送重点排污单位 41 家，目前已
安装在线联网 37 家，完成安装联网率
90.24%。

积极与专业公司对接合作，利用
其技术服务支持，制定了《雄安新区秸
秆禁烧监控系统运行机制及管理办
法》，建立全域秸秆禁烧监控系统。大
力推广移动执法APP的使用。执法人
员现场执法时，通过 APP 上传企业基
本情况，以此监督执法工作开展，确保
执法效果。去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
局三县分局双随机环境执法 777 个任
务全部录入移动执法APP。

本报讯 （记者原付
川） 日前，雄安新区举
行优秀退役军人和退役
军人工作先进单位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通报表
彰雄安新区优秀退役军
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
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并为 9 名优秀退役
军人、6 名退役军人管
理服务工作先进个人颁
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为
6 个退役军人管理服务
工作先进单位负责人颁
发奖牌。

设立以来，雄安新
区 建 立 “ 两 站 三 中
心”，实现建档立卡、
政策落实、机构建设、
干部包联、走访挂牌、
党建工作六个全覆盖，
通过激励表彰考核考
察、就业创业和帮扶管
理三个工作抓手，不断
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
升退役军人管理服务工
作水平。

下一步，新区将结
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
大改革力度，建立健全
服务体系，优化职能配

置，配强人员力量。创新就业安置机
制，增强政府安排工作的政策刚性，把
退役军人安置好、使用好、作用发挥
好。完善待遇保障体系，坚持优抚政策
与普惠政策相结合，加大帮扶联系力
度，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消除现
役军人后顾之忧。

本报讯 （记者原付川） 近
日，安新县家庭服务业协会揭
牌仪式在安新举办。当天，多
家国内家政服务龙头企业培训
基地正式落户安新县。

据 了 解 ， 安 新 县 家 庭 服
务业协会成立后，将致力于
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助力

雄 安 新 区 家 庭 服 务 业 发 展 。
通过整合市场资源，积极开
发就业岗位，发挥桥梁和纽
带作用，带领更多的人充分
就业。同时，通过完善行业
自 律 建 设 ， 打 造 行 业 标 准 ，
建立和规范行业体系，促进
本地区家庭服务业健康发展。

容城县填埋场腾退工程
项目勘察设计对外招标

九名优秀退役军人受表彰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
回头看

﹄
及专项督察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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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将完成九个问题整改

增强生态环境执法规范化和精准性

654家重点排污企业实行分表记电
● 利用无人机配合现场执法

● 大力推广移动执法 APP
的使用

招标人应当拒绝有 6 种情形之
一的企业或从业人员参与投标

全面推行建筑信息模

型（BIM）、城 市 信 息

模 型（CIM）技 术 ，实

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

（上接第一版）
“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快，

对于钢铁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市
场。但目前，塔塔钢铁更加关注
印度国内市场。因此从去年 8
月起，我们就开始围绕东南亚
业务寻求志同道合的战略伙
伴。”塔塔钢铁集团首席执行官
兼董事总经理 TV·纳兰德拉
说，经过大约 6 个月时间的磋
商，最终成功与河钢集团牵手。

“跟塔塔钢铁合作，是河
钢坚定地‘走出去’的最新成
果，这也给了境外钢铁同行进
一步了解中国企业的机会。”
河钢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河钢集团紧紧抓住国际钢
铁产业资本重组的战略机遇，

积极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
河钢拥有海外公司 70 余家，
投资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河钢-塔塔东南
亚钢铁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抓
住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钢铁需求强劲的历史性机遇，
通过投资新建、股权并购等方
式，进一步优化在东南亚地区
的产能布局和产品结构，完善
从钢铁原料、制造、深加工到
客户端服务一体化的产业链
条，建立具有较强自我滚动发
展能力的钢铁材料上市公司。
此外，两大集团还将通过这一
项目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不
断拓展在其他区域和业务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