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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电子社保卡
签发量达22.3万张

全市高污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启动
严禁超标车辆在市中心区通行

玉田打造精细管理数字化城管系统
32个县直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都纳入到平台内

迁西

5322名在职党员向社区报到

迁安

银行网点投放企业营业
执照自助服务一体机

□记者 王育民

违建拆除了，道路平坦了，街边增
绿了，停车规范了⋯⋯在唐山市，一条
条“隐藏”于主干道后面、老旧小区里
面的小街道正在发生着喜人的变化：
从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居
民生活和出行的“堵心路”，变成了居
民的“顺心路”。

变化来自于唐山市开展的背街小
巷综合整治工作。作为该市全面加强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亮点工程和民心工
程，背街小巷综合整治于去年启动，计
划利用3年时间，以“绣花工艺”对全市
507 条背街小巷进行“脱胎换骨”式整
治提升。去年，该市完成背街小巷整治
242 条。今年，该市共安排 189 条背街
小巷改造项目，目前已有159条完成改
造，剩余30条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工。

严格标准，整治提升下足
“精细功夫”

8 月 9 日，在路南区新华南楼社
区，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梳理、规整
架空线缆。

“不久之后，整个小区都将‘抬头见
绿树’。”路南区老旧小区及背街小巷提
升改造指挥部现场负责人耿小龙说，按
照背街小巷整治方案，该区将对有碍观
瞻的架空线缆进行统一梳理、规整，并
清理废旧、私拉线缆、线杆，对无权属单
位的线缆，按照废弃线缆处理。

除了正在实施处理的架空线缆，
新华南楼社区的5条背街小巷已经“旧
貌换新颜”。

“晴天可乘凉、雨天不蹚水，到处
能见绿、还有停车位⋯⋯”居民张瑞安
用一句顺口溜说出了其中的变化。

在该社区南部，记者发现一小片
空地上安上了健身器材，而不远处的
市民活动中心西侧，则用高高的栅栏
围了起来。

“围起来的这块地方将建一个凉棚，
供居民休憩休闲使用，这样设计安排都
是居民们的主意。”耿小龙解释道，在背
街小巷整治之初，该区就本着便民、为
民、惠民的指导思想，按照一路一案的治
理思路，精心研究制定整治方案，并广泛
征求民意，尽可能地满足居民诉求。

背街小巷整治遵循“便民惠民不
扰民”的原则，施工过程充分考虑百姓
生活出行的实际，采取分批分期改造
模式，做到科学安排进度，严格现场管
理，将工程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
到最低。

高 标 准 打 造 街 巷 环 境 ，在“ 精 ”
“细”上下功夫，实现硬化、美化、净化、
亮化。对破损道路进行修补、重新铺设

硬化，做到路面平整无坑洼。整修残墙
断壁，粉饰建筑物外立面，墙体整洁、
色调一致，实现墙体无乱涂乱画、无张
贴非法小广告。加快社区公厕、垃圾中
转站等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对卫生垃
圾做到日产日清，全面规范整治广告
牌匾和架空线缆。做到路灯无破损，亮
度满足要求。

协同治理，融入城建管理
“大格局”

8 月 9 日上午，阳光火辣辣地晒
着，高新区南开道却是一片阴凉：路两
旁浓密的国槐树冠在路上方形成一道
天然“凉棚”。人行便道旁栽种了麦冬、
大叶黄杨篱及其他绿植。

“在背街小巷整治过程中，我们坚
持增绿添景，让公共区域能绿则绿，缺
植补栽，多元增绿，以乔木为主，实现花
木相宜、绿化成景。”唐山市城管局发展
规划处科员曹树治说，背街小巷整治与
以见缝插绿、退硬还绿、拆墙透绿、治违
建绿等措施为主的全城增绿相结合。

“背街小巷存在违建占绿的问题，
通过综合整治，要拆违补绿，不断拓展
单位庭院和居住社区绿色空间，恢复
绿地景观和功能。”

城市风貌是城市的“面子”，而背
街小巷则是城市的“里子”。加快建设
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就要实现“面
子”和“里子”的双提升。因此，唐山将
背街小巷整治同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
造、全城增绿等工作进行有机结合，让

城市“颜值”实现大
提升。

“唐山震后建设的第
一批老小区，由于小区排水存
在很多问题，路面经常积水。”曹树
治介绍说，唐山市通盘考虑，统筹施
工，把背街小巷整治同老旧小区综合
改造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
质和群众获得感。

与此同时，在背街小巷整治过程中，
唐山市拆除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彩钢
房、棚亭、围墙、围栏等建构筑物，清除私
设停车地锁，规范自行车停放，保障道路
畅通。此外，还依托“平安唐山”建设，依
托道路附属设施，增设视频监控设备，建
立全方位、无盲点的城市管理和治安防
控体系，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

长效管理，呵护背街小巷
启用“智能模式”

让背街小巷“颜值”常在，更重要
的是整治后的长效管理。

“同济道路面、设施等一切正常。”
8 月 9 日，高新区城建局城管处科员宣
贺雨到辖区背街小巷进行巡查，并将
结果发布在网络信息平台上。

“我们通过招标的方式，对市政道
路维护进行市场化运作，对市政设施、
道路维护进行日常养护。”宣贺雨说，
区城建局城管处联合市政建设服务中
心对中标单位建立日常考核、月考核
和年终考核的管理机制，将考核结果
列为市政设施年终绩效考核依据。

沿
着高新区的

背 街 小 巷 行 进 ，
记者发现，两侧路灯跟市区其他街道
的有所不同。

“这是石墨烯 LED 路灯，有统一
的灯光颜色，我们在路灯变电箱回路
上加上集中控制器，增加感光功能，根
据亮度调节功率，实现智能控制，保障
路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宣贺雨介绍
说，路灯改造后，每年可节省电费、维
护费、人工费等各项费用 200 万元。

以科技提升管理水平，背街小巷
管理被纳入唐山市城管局“智慧中枢”
管理系统。

“我们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平
台，建立了市、区两级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构建了涵盖市政设施、环卫作业、
户外广告、路灯照明、供水排水管网、
渣土运输、城市井盖、违法建设的精细
化监管系统。”曹树治说，市级数字城
管平台对中心城区 116 个责任单元网
格进行全时段、全覆盖监管，实现与省
住建厅、14个县（市、区）、市长热线、城
管服务热线的互联互通、平台对接、并
轨运行。

今年以来，数字城管巡视监管范
围增至 187 条道路，总长度 801 公里，
将公园、广场、外环、公厕及背街小巷
纳入巡视范围，逐步达到全覆盖。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唐山正努力
以小街巷整治带动大民生提质。

本报讯 （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卢
山） 日前，从唐山市高污染车辆专项
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8 月 5 日
至 8 月底，唐山市以公安交警、环保、
交通部门联合执法的形式，开展为期
近 1 个月的高污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
以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
度，强化整治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等
违法行为，不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国Ⅳ
以下 （不含国Ⅳ） 排放标准的柴油货
车、国Ⅱ以下 （含国Ⅱ） 排放标准的
机动车市中心区限行规定，严禁超标
车辆在市中心区通行。严厉查处黑烟

车超标排放违法行为，对排放不合格
的机动车由公安交管部门予以处罚。
同时，集中开展重点区域中重型柴油
货车超标排放整治行动，以有效改善
高污染区域空气质量。

整治行动中，执法部门利用路口
电子警察、反向卡口、黑烟车抓拍设
备进行严格抓拍，自动识别高污染排
放车辆，依法固定证据，实施非现场
处罚，实现对高污染车辆的全天候、
全方位管控。对重型柴油货车主要通
行道路、物流货运通道和市中心区主
要出入口进行现场查处，加强对超标
排放车、黑烟车和逾期未检车等高污

染排放车辆的管控力度。
据了解，按照唐山市的规定，国

Ⅰ、国Ⅱ排放标准机动车和国Ⅳ以下
（不含国Ⅳ） 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在大
庆道 （含） —开越路 （含） —南湖大
道 （不含开越路至荷花南路段，含荷
花南路至唐丰南路段） —唐丰南路

（含） — 唐 丰 北 路 （含） — 大 庆 道
（含） 合围区域内部禁止通行。外埠号
牌的国Ⅰ、国Ⅱ排放标准车辆参照执
行。其中，国Ⅰ、国Ⅱ排放标准的各
类载客汽车工作日 24 小时禁行 （法定
节假日及周六、周日除外）。轻型汽油
载货汽车、微型汽油载货汽车，属于

国Ⅰ、国Ⅱ排放标准的，每天 24 小时
禁行。此外，禁止国Ⅳ以下 （不含国
Ⅳ） 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进入禁行
区。全市行政区域内，全天 24 小时禁
止黑烟车行驶。

目前，唐山市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240 万辆，其中柴油货车约 20 万辆，
仅占机动车保有量的8.64%，但柴油货
车尾气中主要污染物颗粒物排放却占
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70%以上，在柴油
货车中国Ⅳ以下排放标准的车辆污染
物排放占柴油货车排放总量的 50%以
上，尤其是超标排放的黑烟车影响
更大。

本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
讯员肖玉宏）唐山市自去年 12
月启动电子社保卡试点工作以
来，持续推进电子社保卡签发
和应用功能建设工作，电子社
保卡签发数量和应用功能不断
增加。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市电
子社保卡签发量达到 22.3 万
张，电子社保卡具备了社保信
息查询、医保购药结算等应用
功能。

目前，唐山市可通过 12 个
授权 APP 签发电子社保卡，包
括“唐山人社”“河北人社”“工
银 融 E 联 ”“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
银行”“城市一账通”“支付宝”

以及“微信”。其中，通过“唐山
人社”“支付宝”APP 可查询个
人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
育保险信息，可在医保定点医
药机构扫码购药；通过“中国
农业银行”APP 可查询个人养
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
险信息。

据介绍，与实体社会保障
卡一样，每人只拥有一张电子
社保卡。通过某 APP 成功签发
电 子 社 保 卡 后 ，再 通 过 其 他
APP“签发”，并非获取一张新
卡，而是关联已签发的卡。可根
据个人需要将自己的电子社保
卡与一个或多个 APP 关联。当
电子社保卡与某APP解除关联
时，不影响在其他APP使用。

本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
讯员张洪鹏）今年以来，滦南县
按照“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的“四好农村路”标准，把县
道、乡道、村道的养护资金全部
纳入财政安排，预计投入 8500
多万元资金，用于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

去年，滦南县投资 3 亿多
元，实施农村公路建设 426 公
里，同时进行安防工程建设，使
农村公路安全运营得到保障。
投资 4 亿多元，修建户户通水
泥路 400 万平方米，拆除重建
危桥 58 座，实现村村通、户户
通，有效解决了群众出行问题。

为 加 强 对 农 村 公 路 的 管
理，滦南县全面推行农村公路
路长负责制，完善了县、镇两级
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和农村公路
养护、路政、运政工作机制，并
推广县统一执法、乡村协助执
法的方式，全县建立了县有路
政员、镇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
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在建立
健全农村公路养护机制方面，
全面落实县政府主体责任，充
分发挥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
的作用，做到有路必养、养必到
位。同时，健全专业化养护和群
众养护相结合的养护模式，推
进农村公路常态化养护。

本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李
洋）“在繁荣小区东门口有一个井盖破
损严重，请你们来人尽快更换。”“好的，
我们立即派巡查员过去检查更换⋯⋯”
日前，在玉田县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工
作人员正忙着接听市民热线电话，大屏
幕上显示着公园、城市道路等多个点位
的实时监控画面。

为提升城市管理的科技化和现代
化水平，近年来，玉田县加大对数字
化城管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不断完善
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玉田县数字化城
管系统以计算机网络和现代化通信技
术为基础，将县城城区 20 平方公里以
内的街道、建筑物、园林绿化设施、
公共设施等划分为 10 个责任网格和
1230 个“万平方米”单元网格，并全

部纳入到数字化平台，任何一个点位
出现问题，通过群众热线投诉和城管
巡查员现场上报，都能及时得到处
理。同时，全县 32 个县直职能部门、
企事业单位都纳入到平台内，在数字
城管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对城
管事件进行处置。

城管热线电话全天候接听，数字
城 管 系 统 24 小 时 接 收 和 受 理 事 件 。

158名巡查员每天现场巡查，现场处理
市容环境、街面秩序、交通设施等方
面问题，并监督相关部门的事件办理
情况。

据介绍，玉田县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运行模式一般为，市民反映的问题
根据类型，通过数字化城管系统平台
迅速下达给相关职能部门。一般事件
均可在 2 至 5 小时内办结，并且每个事

件都有办结前后对比的记录。该中心
自 2014 年底成立以来，共接收城市管
理事件 181121 件次，协调督办处理
181096件次，群众满意率达99.9%。

据玉田县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主任
赵洪武介绍，中心开通了“玉田数字
城管”微信公众号，相关小程序也正
在开发当中。下一步，市民可以通过
电话、网络多种渠道及时反映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
员顾大鹏）维修老旧楼房、更换
下水井盖、打扫街道、清理杂草
和小广告、种下绿植⋯⋯近日，
迁西县人社局全体机关党员来
到所“报到”的栗乡街道山庄里
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 7 月以来，迁西县紧
紧围绕“共建共治共享”这条主
线，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在
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积极开展“双报到”工作，即单
位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
区报到。

在深入细致调研基础上，
该县设置了政策宣传、法律咨
询、医疗保健、教育辅导、义务
劳动等志愿服务岗位或服务项

目。同时，开展“志愿服务党员
先行、扶贫帮困走在前”等活
动，为党员服务搭建平台。党组
织线上报到后积极参与街道

“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建设，
立足实际与社区签订共建协
议。在职党员线上报到后，根据
自身职业、特长、经验等特点，
主动选择社区设立的志愿服务
岗，加入服务组织，并积极主动
参与社区发布的服务项目。

到目前，该县已有 119 个
党组织、5322 名在职党员完成
线上报到，1799 名在职党员认
领了线上服务，签订共建协议
41 份，设置服务岗位 53 个，共
组织志愿服务 540 余次，党员
参加活动达3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
讯员李瑛）8 月 8 日上午，迁安
市行政审批局与中国农业银行
迁安支行合作推出的企业营业
执照自助服务一体机打印出第
一张营业执照。

企业营业执照自助服务一
体机操作程序简单，只需要在
一体机上扫描要件，不用重复
提交纸质材料，最快十几分钟
便可实现自助申报和出照，办
事群众无需往返市政务服务大
厅，在企业驻地或居住地附近
的银行网点即可办理。

据了解，自助系统根据办
理事项科学设定填报信息，自
动生成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企业设立提交材料规范》

中要求的企业章程和表格等资
料，方便企业登记人员审核，提
高审批效率。同时，自助服务一
体机对相关登记人员进行影像
采集和身份证原件扫描，并与
公安部人员信息库比对，进行
实名认证，确保登记人员信息
真实有效，防范杜绝“被股东、
被法人”等虚假登记行为。

目前，中国农业银行迁安
支行的 10 个网点已经同时投
放自助服务一体机，群众自主
选择，就近办理，即到即办，大
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丰富了营
业执照发放途径，拓展注册登
记电子化办理新模式，实现节
约行政成本、压缩窗口受理时
限、缩短企业办理时间的目的。

今年，该市共安排 189 条
背街小巷改造项目，目前
已有 159 条完成改造，剩
余 30 条预计 9 月底前全
部完工

滦南

县乡村道路养护资金
全部纳入财政安排

▲路南区新华南楼社区改造后的背街小巷。
记 者 王育民摄

▶路北区光明南里小区的 52 号南北街改造工
程施工现场。 通讯员 张文涛摄

日前，乐亭县中堡镇勒东村一家果品专业合作社的果农将鲜
桃整理装箱准备外销。近年来，乐亭县因地制宜发展鲜桃种植产
业，使该产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
目前，该县优质鲜桃种植面积达到9万亩，年产量27万吨，年创产
值15亿多元。 通讯员 刘江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