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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一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公布

雄安达实智慧城市
展厅等10家上榜

脱贫搬家 好事成双
——在平山县苏家庄乡上东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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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米彦泽）日
前，省“ 大 智 移 云 ”发 展 领 导
小组办公室公布了河北省第
一 批 信 息 消 费 体 验 中 心 ，雄
安达实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雄安达实智慧城市展厅等 10
家上榜。

河北省第一批信息消费体
验中心为：雄安达实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的雄安达实智慧城
市展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河北
联通创新体验中心、秦皇岛市
惠斯安普医学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的惠斯安普体验中心、中

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
公司的北斗综合信息服务体
验厅、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
公司的中国门窗博物馆、河北
惠村淘科技有限公司的张家
口市宣化区农旅产品电商体
验馆、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盛世博业虚拟现实体
验中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
北有限公司雄安新区分公司
的中国移动智慧应用体验中
心、泰华伟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泰华·世奇 3D 打印体验
馆、廊坊麦迈科技有限公司的
廊坊 VR 俱乐部。

□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杨永丽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可笔者在南
和县郝桥镇东郑庄村看到，村民高立
红的家却是“铁将军”把门。原以为他
们一家出门探亲，一问才知，都在蔬菜
大棚里干活。

“过节期间正是蔬菜销售旺季，心思
全在大棚里。”在村外的大棚里，高立红
拍着手上的泥土笑着说：“这几天，市场
上的黄瓜每斤又涨了 3 毛钱，看这个行
情，开春后，俺家的黄瓜一开摘，每亩又
能多收入2000元。”

种菜、卖菜，高立红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去年底，她家终于摘了“贫困帽”。

就在六七年前，高立红家还是村里
有名的贫困户。“丈夫脑出血后遗症不

能干活，3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欠

了一屁股债⋯⋯”说起往事，高立红红
了眼圈。

2015 年，村里将高立红一家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帮其落实了
一系列扶贫政策，除低保补助外，还参
与到了县里的光伏发电站项目，每年都
有 3000 元的入股分红，高立红的小女
儿还被纳入雨露计划，享受每年 3000
元的学费补助，高立红本人也被纳入县
里的扶贫专岗，每月有 300 元工资。考
虑她有蔬菜种植经验，镇政府帮着申报
产业扶贫奖补项目，新建了蔬菜大棚。

“这两个蔬菜大棚，种着黄瓜、番
茄、豆角等绿色蔬菜，每年收入 5 万元
左右。”高立红说，平时，县农业局、蔬菜
办还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培训，

“日子越过越踏实了，我要再加一把劲
儿，把蔬菜种植规模再扩大。”

□记者 董 昌

“外甥们今天来拜年，我再把家里
收拾一下！”2 月 6 日上午，在平山县苏
家庄乡上东峪村新民居单元房里，穿着
一件新毛衣的村民韩云云，正在擦拭着
客厅里的大彩电。

上东峪村，是岗南水库移民村，也
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6 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45户123人，韩云云家就是
其中的一户。去年平山县脱贫出列时，
该村未脱贫的贫困户仅剩下1户1人。

短短三年时间，这个131户、427人
的小村庄，建起了有机蔬菜大棚，搞起
了食用菌种植，还增添了“光伏发电”

“针织加工”等多个脱贫致富新产业，大
步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村东两栋五层的楼房，是去年刚刚
交房的新民居，大部分村民都已入住。

韩云云的家在四楼，90 平方米、三
室一厅的房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孩子们，脱了棉袄吧，屋里暖和着呢！”
听到敲门声，韩云云把三个外甥让进屋。

“能住上单元楼，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帮助啊！”韩云云脸上笑开了花，给外
甥们唠叨着新房子的事。“房子每平方

米一千块钱，移民政策每人补助 1.5 万，
咱家3口人，所以只掏4.5万就行。”

推开厨房门，韩云云张罗着准备
午饭。“年景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光
肉就买了500多块钱的。”

“以前因为兜里没钱，一过年
就发愁。”韩云云回忆，那时候，
丈夫谷细军没有手艺，天天上山
放羊，她在家里种地管孩子，日
子过得紧巴巴。从 2016 年开
始，驻村工作组进村带着大家一
起致富，才算熬出了头。

也是在那年，谷细军在工作
组的帮助下，从银行拿到了 5 万元
的免抵押、免担保小额贷款，当起了
专业的“羊倌”。如今，他们家的羊圈
里养着100余只羊。

韩云云掰着手指算起账来，去年11
月卖了 40 只羊，挣了 5 万元，她在村办
的针织加工厂干活，一年下来又挣了
1.5万元。“一年挣了6万多，以前三五年
也挣不了这么多。”

中午 12 时刚过，一桌丰盛的饭菜
已经配齐。“住进单元房，好日子才刚开
始！来，让咱们为幸福干杯！”韩云云一
声招呼，一家人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省交通运输
厅加大公路路面扬尘治理力度，全省城
市出入口和穿越重要城镇的干线公路
基本实现机械化清扫；省工信厅完善工
业企业料堆场整改清单，2018 年完成
722 家企业改造⋯⋯为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2018 年我省统筹推进“六尘共
治”，重点解决建筑施工、城市裸露地
面、城市道路、公路、工业料堆场、露天
矿山扬尘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大幅降
低尘源，全省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截至2018年底，全省共有房屋建筑
和市政设施工地5003个，视频监控安装

率达 99.7%，在线监测系统安装率达
91.5%。全省上下共同努力，2018 年全
省降尘量总体下降明显，2018年11月份
全省设区市降尘量全部达到省定9吨/平
方公里·月的目标要求，全年PM10浓度
为10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1.1%。

为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2018年
4 月省大气办成立扬尘专项督导工作
组，强化督导调度各地政府和扬尘治理
责任单位。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降尘
目标，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监管
短板，提高科学铁腕控尘能力，扬尘污
染综合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省国土资源厅将责任主体灭失露
天矿山综合治理纳入三个专项行动之
一，每月督导，每季问效，半年考核。省
交通运输厅严格公路工程标准化施工，
实施普通干线公路生态修复绿化工程，
国省干线公路绿化里程 1829 公里，“拆
违增绿”583 公里；提升港口扬尘治理，
全省港口建成防风网 6.1 万米，实现了
散货堆场全封闭。

唐山市实行市委书记市长双组长
调度机制，每月召开调度会，公开曝光
问题，排名最后的县（市、区）委书记做
检查，激励县乡基层真抓实干，基本建

立起了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民
参与的扬尘污染治理体系。邢台市坚
持“以水洗尘”，强化道路湿扫，对重点
路段巡回冲洗，开展全民洗城活动。邯
郸市细化现场防尘要求，工地已建楼层
门口窗口采用高密网遮挡，配备吸尘式
扫地车和工业吸尘器进行吸尘除尘；建
设项目按照绿色标杆工地、黄色达标工
地、红色整改工地进行分类，通过标杆
引领极大提高了建设单位的治尘积极
性，工地扬尘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2018年，省扬尘专项督导工作组加
强督导、调研，针对生态环境部降尘通
报中降尘量较大、问题突出的市、县

（市、区），开展了5轮专项督察和联合督
查，涉及除承德、秦皇岛之外的9个设区
市的 36 个县市区。对发现的问题要求
立行立改，不能立改的明确完成时限，
促进了扬尘管理水平提档升级。

“今年将推动征收扬尘环保税，研
究实施扬尘超标排放罚款制度，探索实
施城市道路降尘监测通报制度，不断提
升扬尘污染管理水平。”省扬尘专项督
导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棚里种出“好年景”
——在南和县东郑庄村

坚决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推进“六尘共治” 大幅降低尘源

去年全省降尘量总体下降明显

□记者 寇国莹

大红的灯笼高高挂，吉祥的福字贴
门前。大年初二，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
名为“麻麻花的山坡”的精品民宿院内
里里外外透着喜庆。

“一会儿北京的客人就到了，来之
前点名要吃我包的素馅饺子。”5号院的
管家、61 岁的蔡景兰刚送走一拨客人，
就赶紧在厨房忙乎起来。

“逢年过节最忙。虽说辛苦，可是能
多挣钱，心里头高兴！”蔡景兰说，从腊月
二十六开始，她就一直没得闲。自己一
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 4 号院的管家
刘庆兰叫过来搭把手。

“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上班挣钱，多
亏了有这小院。”从 2017 年 4 月份正式
上岗，蔡景兰现在已是“麻麻花的山坡”
的明星管家，也是第一批受益者。

“除每月 2850 元的基本工资外，每
接待一拨客人还有 50 元的提成，算下
来每月收入都在 3000 元以上！”去年一

年，光靠在“麻麻花的山坡”打工，蔡景
兰就收入近 4 万元。对现在的日子，蔡
景兰非常满足。

前些年，蔡景兰老伴儿患上尿毒
症，每年治病花费不小，家里因病致
贫。自从在“麻麻花的山坡”当上管家，
家里的日子才缓过劲来。

“搭上野三坡旅游的顺风车，搞乡
村旅游，建高端民宿，这条路子看来是
选对了。”南峪村党支部书记段春亭介
绍说，2016 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
国三星“分享村庄”公益项目的支持下，
该村将闲置的旧民居流转，推出“麻麻
花的山坡”高端民宿，带动了全村脱贫
致富。“民宿小院就是咱的致富家园，去
年村人均收入近 8000 元，比 2014 年翻
了两番，现在咱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啦！”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准
能成⋯⋯”蔡景兰手机彩铃响了起来，
原来是客服通知明天还有客人要来。

“看这样子，今年春节比去年春节还要
多挣几百元！”蔡景兰满心欢喜。

搭上旅游“顺风车”
端起致富“金饭碗”

——在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

▲2 月 7 日，正月初三，
保定市居民在花卉市场赏花
过假期。 记者 赵永辉摄

◀“全家人身体健康，孩
子考个好成绩，养好羊，多挣
钱，过上好日子。”2 月 6 日，
在新家里，韩云云对好日子
满怀期待。

记者 赵海江摄

▲2 月 6 日，民间艺人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古城内表演跑竹马。春节假
期，人们走出家门体验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感受浓浓的年味儿。

新华社发

我省企业挂牌上市将获资金奖励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何菲、安斐）近
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金融办）、省财政厅印发
的《河北省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提出，每年省级财政安排不超过1亿元资金，对我
省符合条件的挂牌上市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对
首次实现直接融资的挂牌企业按融资额一定比例
给予奖励。

办法提出，对拟在沪、深交易所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上市，并经河北证监局辅导验收合格
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对完成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企业，再一次性奖励 200 万
元。对拟在境外主板、创业板上市，并经境外证
券交易所管理机构正式受理申请材料的企业，一
次性奖励 100 万元；对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企业，再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对其挂牌一年内的首次融资额，按照不
超过 1‰的比例进行融资奖励，融资奖励金额
每家企业不超过 100 万元。对在石交所主板挂
牌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对其挂牌一年
内的首次融资额，按照不超过 1‰的比例进行
融资奖励，融资奖励金额每家企业不超过 100
万元。

对将外地上市公司迁至我省，或通过借壳
上市并将壳公司注册地迁至我省的，视同境内
外首发上市，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对转
入高层次板块的企业，按照新转入层次奖励标
准补足差额。

办法明确，申请该奖励资金的企业应符合下
列两个条件：一是在河北省依法进行工商注册和
税务登记；二是 2018—2020 年度在沪深交易所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在境外主板、创业
板上市，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在
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

为更好地发挥奖励资金的引导支持作用，我省将加强对企
业挂牌上市融资奖励资金的绩效预算管理，开展绩效评价。
绩效指标主要包括资金管理指标、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

对首次实现直接融资的挂
牌企业按融资额一定比例
给予奖励

（上接第一版）
以港聚产，以产兴城。按

照“港产融合、产城融合、港城
融合”的思路，曹妃甸以全面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
产业转移为突破口，加快建设
现代化滨海新城。一方面，以
建设重大支撑平台带动产业
聚集，加快打造更多新兴产业
集群，不断提升曹妃甸石化产
业基地、京冀（曹妃甸）协同发
展示范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
的规模效益，着力打造现代产
业聚集高地；另一方面，围绕
西部滨海休闲、中部绿色产城
融合、东部文旅体验的功能定
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全面
实施了道路、管网等 34 个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增强了城市承
载能力。

在“一港双城”建设中，唐
山市明确提出，主城区要围绕
提高城市首位度，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具
体体现为，产业更强，突出服务
业的主导地位和聚集效应，对
全域经济产生更大的示范引
领、拉动带动作用；功能更优，
城市设施功能齐全、配套完善，
成为配置优质要素资源的重要
载体，形成对人流、物流、商流
的巨大吸附和集聚能力；形象
更美，充分彰显唐山的文化特
质、城市品位、地域风情；贡献
更大，进一步提高经济总量、财
政收入占全市的比重，在经济
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中发
挥更大作用。

唐山市在推动城市产业发
展上，坚持科学布局、统筹发
展，把主城区打造成为全市创
新平台、创业平台、服务高地和
人才高地。一方面坚持工业做

“除法”、服务业做“乘法”，重点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金
融业、文旅产业、现代信息技术
产业、现代物流产业和大健康
产业，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
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另一
方面，着力在主城区拓展空间、
完 善 功 能 、提 升 品 位 上 下 功
夫。从 2018 年开始，该市利用
3 年时间，对 2000 年以前建成
的 521 个老旧小区全部实施综
合改造。全部打通中心城区主
要断头路、瓶颈路，逐步实现以
区域龙头带动地方发展，错位
发展、融合发展促进城市整体
提档升级。

2018 年，唐山市以加快南
湖片区、开平区东湖片区、路
北区站西片区和秦黄下片区、
丰南区国丰北区、城南经济开
发区、唐山高新技术开发区京
唐智慧港六大重点功能片区
建设为突破口，启动了 20 个城
中村搬迁改造和“七横七纵”
路网建设，拉开城市框架，拓
展城市空间；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 和 背 街 小 巷 治 理 ，打 响 以

“散乱污”企业为重点的环境
深度整治攻坚战役，实施全域
治水清水润城工程，打造“三
山拱卫、两河环绕”的城市形
态和“建筑精美、时尚大气”的
城市风貌。

▲61岁的蔡景兰和老伴儿高兴地说：“‘福’到家了！” 记者 寇国莹摄

·红红火火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