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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召开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扫码看视频。
记者 张 昊

张 晶摄制

日前，段玉海向记者介绍他们
的工艺铁壶新品。

记者 张 昊摄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原来这是
个污水沟，治理后变成了群众休闲游
玩的好去处。”1 月 25 日，安新县后屯
村村民、安新实验中学学生李宇康邀
请家住县城的同学，到唐河污水库北
库北堤游玩。

尽管寒冬腊月不是游玩佳季，但
“景区”仍吸引了不少群众。“到了春天，
这里将是绿的世界、花的海洋，来跑步
的人会更多。”前屯村村民杨红兵说，他
以前跑步得开车到十几公里外的白洋
淀大堤，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跑步。

家门口的大变化，让乡亲们对于
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更加期待。

发放明白纸、清理防火隔离带、早
晚巡查大堤⋯⋯为让乡亲们玩得放
心，承建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和生态
修复一期工程的中交天津航道局员工
李建华忙个不停。“冬季防火是当下最
重要的工作，只有管护好，才能为春节
后新一轮生态修复工作打好基础。”

40 年污染欠账，43 天治理初见成
效，昔日污水沟变身生态廊道——作为
本地人，李建华见证了唐河污水库变迁。

唐河污水库于 1977 年投入使用，

由于污染物成分复杂等原因，唐河污
水库成了困扰当地的一大难题。

去年，雄安新区将唐河污水库污
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列为水环境治
理一号工程。

科学制定治理方案，打造优美生
态环境。新区和省生态环境厅委托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入调研污水库
环境现状，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创新生态环境管理，汇各方之

力、聚全球之智，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工作人员房亚
峤说。通过公开招采专业公司和大型
施工企业联合体，新区科学解决了疑
似爆炸物转运处置、固废危废资源化
利用、污水处理等难题。

“排除疑似爆炸物难度前所未有，
交由专业机构专门处置是良策。”房亚
峤指着经安全处置过的土地雷、传爆
管、尾翼爆炸物说。

探索绿色治污，让废物变资源。
为安全、环保、高效处置固废危废，施
工企业利用BIM技术开发了项目大数
据系统，实现全过程智慧化管理。

按照规划，生态恢复后的污水库
将在白洋淀外围初步建成一道生态廊
道。目前，生态恢复面积约107万平方
米，工程为恢复唐河污水库北库地被
系统，为提升该地域的生态服务价值
起到重要作用。

雄安新区百姓见证唐河污水库治理与生态修复

昔日污水沟 今朝变“景区”
报告春消息

一线好故事

1 月 25
日，负责管护
唐 河 污 水 库
的 中 交 天 津
航 道 局 管 理
员，向前来游
玩的群众宣传
防火知识。

记者
陈建宇摄

□记者 张岚山 王雅楠

“我们的铸造品也能做细做精，成
为节日馈赠佳品。现在这些小铁壶俏销
着呢！只是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国内很
多城市看不到。”1月23日，在泊头市后
八尺高村，沧州瑞富特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段玉海边领着记者参观他们
的工艺铸造展览馆，边自豪地说。

“我们的小铁壶主要用于茶饮，煮
茶煮水。单是这种‘日本小丁’壶一年
就能卖一万多把。壶的价格从 200 多
元到数千元不等。”段玉海拿起一把小
铁壶给我们介绍，同时，民间还有“送
壶送福，壶中纳福”之说，迎合了不少
人的节日消费需求。

瑞富特公司原来能生产铸铁壶，
但没生产过这样精致的产品。几年前，
一个日本客户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
并寄来一把样品壶，希望他们能按照
要求铸造煮茶用的小铁壶。

造型、开模具、制芯、合模浇注、落
砂、打磨、表面处理⋯⋯一把小铁壶的
诞生，要经过多道工序。

拿起一把“日本小丁”壶，段玉海说，
别看壶型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当时
第一步就难住了，他们无法用手工做出
这类壶的模具。反复琢磨后，他们重新设
计了工艺流程，先制出木头模，再翻制铝
模，最后在数控加工中心制出三维数模。
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
就是铁壶上半部分的表面处理。这把小
铁壶上半部分是一个个凸起的小圆点造
型，要求做得立体、清晰。公司生产出的
第一把壶寄到日本后，客户并不满意。段
玉海和公司设计人员为此费尽心思，最
后在高速雕铣机上铣了三天三夜，才做

出让客户认可的小圆
点。这种壶如今已成为
他们的主力产品，除销

往日本，还卖到了欧美等地。
泊头是“中国铸造名城”，有着1300

年的铸造历史。近年来，泊头市加快了
铸造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产业向现
代、高端、绿色迈进，全力建设“中国绿
色铸造名城”，去年市里投入铸造行业
企业改造资金累计达到了56亿元。

绿色生产“打底”，设计助力升级。
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进行创意生
产，段玉海特意买了各种中国古代名画
画册反复翻看，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将现代审美与古代名画元素进行有机
结合，对铁壶进行创新设计。

“这把壶名叫‘花开富贵’，图案清
晰，壶体整体感强，属于精密铸造，要经
过13道工序，难度大，成本高。产出率只
有砂模铸造品的十分之一。”段玉海说。

在展览馆里，除了小铁壶以外，还
有各式各样的铁锅，只是这些锅更像
一个个带有域外文化特点的工艺品。

“这种带三足的野炊锅专门出口
南非。广交会上，一个南非客户当场就
订了 12000 件。”公司总经理谢拥军告
诉记者，生产工艺铸铁制品，让他们的
产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目前，瑞富特公司生产的铁壶、炊
具、工艺路灯等产品远销美国、英国、
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他
们正在实施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打
造工艺铸造小镇。

后八尺高村党支部副书记段玉发告
诉记者，工艺铸造小镇总体规划已经完
成，将沿村南的清凉江展开，形成“一带
六区”格局，即清凉江亲水游憩带、铸造
文化体验区、北方水乡与红色文化体验
区、花海露营度假区、清凉世界禅修区、
生态涵养屏护区、产业融合试验区。形成

以田园风光为环境本底，以铸造文化和
休闲文化为特色，功能互补而又各具特
点的工业、乡村旅游版块体系，实现工
农交融、村景一体的特色小镇构建。

“十里桃花项目位于生态涵养区，占
地500亩，去年我们已种上桃树。”一转

身，谢拥军拿起一把名叫“大圣归来”的
小铁壶，壶体上是浮雕孙悟空和桃园的
图案。他说，为了配合十里桃花项目，公
司特意制作了这款壶，并为壶配诗一首：

“仙桃丰硕八尺高，大圣何必闹九霄。清
凉江畔农家院，醉美香茗十里飘。”

□张岚山

在沧州瑞富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采
访，记者真切地感受一块块生铁，在匠心
的熔铸中灵动起来，变成既有实用功能又
富含文化意蕴的精致器物，我们对铸造行
业、产品原有的刻板印象改变了。

传统的铸造行业也能出精品、出

高端产品，被世界各地的用户认可，
“让有用的东西更好看，让好看的东西
更好用，”工业设计，让传统的铸造产
品有了商业新优势。

产品因工业设计而更具竞争力，企业
因工业设计而更具活力。在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过程中，用好工业设计的力量，可以“四
两拨千斤”，助力传统产业新突破。

记者手记

设计赋能 生铁“开花”

绿色生产“打底” 设计助力升级

泊头小铁壶“福”送八方
从热销年货看供给侧改革⑤

□记者 董 昌

1 月 28 日 8 时 11 分，省会谈固公
交枢纽站台前，公交车长王建立驾驶
的快1路6014号公交车缓缓进站。

车门开了，乘客们刚要迈入车厢，
王建立便站了起来，微笑着打招呼：

“各位乘客，大家好！欢迎您乘坐快1路
车，‘好心情’车长用心为您服务，预祝
大家旅程愉快！”

十米车厢瞬间变得温馨起来。
8 时 17 分，车行至建华百货站时，

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各位乘客，在茫
茫的人海中，您能乘坐我的车，是一种
缘分，请您上车后，往里面走一走，我
代表没上车的乘客向您表示感谢！”
王建立站起身，引导着乘客，看见年近
八 旬 的 邵 大 爷 随 着 人 流 上 了 车 。

“现在是乘车早高峰，哪位乘客给
这位大爷让个座？”

王建立话音未落，就有一位年轻
人扶着邵大爷坐到了座位上。

“石家庄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
温 6 摄氏度，车内设置温度 18 摄氏度。
请大家注意增添衣物。”路遇红灯，王
建立换了播报内容。

这次，邵大爷带头鼓了掌。“石家
庄能有这么又礼貌又贴心的公交司
机！好，真好！”邵大爷竖起大拇指。

就这样，每每遇到红灯或者堵车

时，车厢内都会传出王建立贴心的话
语，并且每次都与之前的不同。

“王师傅，今天又坐你的车，我们又
该‘享福’啦！”66岁的李竹英和70岁的
王果从北国商城站一起上了车，她们笑
着跟王建立打招呼，就像老朋友一样。

后面上车的李竹英，接过王建立
递来的最后一块坐垫，本想推让却被
王建立硬塞到手里。

“我坐了这坐垫，你又该坐‘凉板
凳’啦！”

李竹英和王建立的短暂交流，再
次淹没在了掌声之中。

“真的是他，他叫王建立，我从网上
搜到了！”拎着行李回家过年的小王，捧
着手机给大家讲着王建立的故事。

今年，是49岁的王建立坚持“航空
级”播报服务的第十九个年头。而他播
报的内容，全是自编的服务用语，播报
时的表情、语气都是对着镜子练成的。

“王师傅一个往返口语播报 20 余
次，一个月就高达 800 余次。”小王继
续给身边的人介绍着。

“大家好！我把这次行车中的最后
一次微笑送给大家，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9 时 3 分，车到了终
点站绿荫锦江站，王建立走出驾驶室，
向乘客送上了祝福和微笑，掌声再次
在车厢里响起。

52 分钟的车程、17 次掌声，王建
立的公交播报，温暖着春运路上乘客
的心。

公交车厢里的17次掌声
——在省会快1路6014号公交车上

1 月 28 日，王建立（右）的热情
服务，让乘客李阿姨倍感温暖。

记者 史晟全摄

扫码看视频。
记者 耿 辉

张 晶摄制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2 月
1日，雄安新区召开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会议。会议聚焦问
题，突出重点，强化整改，全面
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为新区高
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副省
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到会
指导。

会议首先通报了 2018 年
度新区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听
取了三县县委书记、新区机关
党委书记、雄安集团党委负责
同志的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并进
行了民主评议。

陈刚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抓好

基层党建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要突出政治引领，着力强化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狠抓组织
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强化提高党建质量，
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不断优
化提升；坚持服务新区高质量
发展，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为新区建设发展
提供坚强保证。要坚持整体推
进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推动各
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全面提升基层党组
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
在点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
区基层党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
效，指出了需要重视的问题和
不足，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本报讯（记者潘文静）省安
委会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公交车
行驶安全和桥梁防护工作实施
方案》。根据方案，我省将加强公
交车安全运行保障，提高桥梁安
全防护水平，强化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加强社会宣传和警示教
育，全面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
水平。该项工作从 2019 年 1 月
开始，到2020年底结束。

方案指出，各市级政府要组
织本市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对
在用公交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
隔离设施现状和底数进行全面
摸排，指导制定改造方案，在确
保相关经费落实的前提下，明确
安装时间节点和保障措施；督促
本市公交运输企业在公交车内
设立安全警戒线，安装智能视频
监控、一键报警等技术防范设
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按照“政
府购买服务，先重点后一般”的
要求，逐步在跨江跨河、跨高速
公路高速铁路以及经过人员密
集区的重点线路公交车上配备
乘务管理人员（安全员），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

开展桥梁防撞护栏排查治
理，全面消除既有隐患。对排查

发现的不符合现行标准规范的
桥梁安全防护设施，评估安全风
险等级，建立处置台账，确定处
治重点。对客观上无法改造或改
造难度大的桥梁，且跨越大型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高速铁
路的桥梁、特大悬索桥及斜拉桥
等缆索承重的桥梁，研究科学调
整公交线路或采取公交车限速
等交通管控措施。完善各相关部
门联合管理措施，加强对桥梁上
车辆运行情况、驾驶行为的监
控，确保车辆通行安全。

加强社会宣传和警示教育。
各有关部门按照“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要求，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网络等各种手段以及短视
频等新媒体，加强对《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危害公共
安全相关条款的宣传，有计划地
曝光一批侵扰公交车驾驶员安
全驾驶处罚典型案件，引导社会
公众自觉增强安全意识和规则
意识。鼓励乘客对干扰公交车正
常行驶的违法行为积极进行劝
导和举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勇于制止违法行为，对见义
勇为的先进个人要予以大力表
彰褒奖。

本报讯（记者贾楠）近日，
省农产品市场协会开展了保农
产品春供、保春供食品安全活
动，全省 200 多个农产品市场
和 30 多个农产品冷链物流企
业参加此项活动。

为保证春节供应，省农产
品市场协会和上海、广东、海
南、深圳等地农产品市场协会
建立了农产品信息交流平台和
重大节日农产品互保协议。我
省各农产品市场主动和全国蔬

菜种植基地以及大的养殖基地
对接联系，搭建供货渠道，以新
鲜丰富的品种保障全省“菜篮
子”“果盘子”节日供应。同时，各
农产品市场强化蔬菜、瓜果、粮
油食品的安全检验检测，石家庄
桥西农产品批发市场、石家庄雨
润农产品全球采购中心、廊坊北
方农贸市场等严格落实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进货销货台账登记
制度，对购进和经销的食品做到
手续齐全、质量合格、渠道正规。
高碑店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每
天都对销售的食品及库存食品
进行检查，对不合格和过期食
品立即下架停止销售。目前全
省农产品市场春供商品充足，
品种多样，价格稳定。

我省加强公交车行驶安全和桥梁防护工作

全面提升道路交通
本 质 安 全 水 平

全省农产品市场春供货足价稳

“四风”问题随手拍
一键直通省纪委

本报讯 如果您发现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违规吃
喝、收送礼品礼金、违规配备
使用公务用车、滥发津补贴和
福利等问题，请扫描右边二维
码，关注“河北省纪委监委网
站 ”微 信 公 众 号 ，点 击“ 微 举
报”，随手一拍，向河北省纪委

监委举报。
落 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坚 决
纠 正“ 四
风 ”，河 北
省 纪 委 监
委 期 待 您
的 参 与 。

本报讯（记者曹智）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近日，邱县等15
个县（市、区）被省交通运输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开发办
公室联合命名为 2018 年“四好
农村路”省示范县。

这15个县（市、区）为邱县、
成安县、邯郸市邯山区、保定市
清苑区、威县、迁西县、阜城县、
承德县、隆化县、肃宁县、河间
市、固安县、廊坊市安次区、秦皇

岛市北戴河区和辛集市。
这 15 个“四好农村路”省

示范县在推进“四好农村路”工
作中认真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强力组织推动工作落实，在财
力、物力、人力和政策机制上对

“四好农村路”建设予以充分保
障，并大力调动乡镇和当地农
民群众积极性，高质量完成建
设任务，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在
全省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5县市区成为
“四好农村路”省示范县

200 多 个 农 产 品
市场和 30 多个冷
链物流企业参加
保春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