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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冰上龙舟赛结束

我省运动员获得好成绩

脱贫了还要好好干
——回访河北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唐宗秀家

2020年残奥高山滑雪世界杯赛

突破！河北选手获1金2银

京津冀最美农民工
巡讲报告活动举行

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一日办结

廊坊企业开办进入“1时代”

□人民日报记者 王一彪
徐运平 张志锋

2019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飘洒在
太行山深处的骆驼湾，一下子就勾起了
唐宗秀的回忆。

那是 2012 年 12 月 30 日，骆驼湾雪
后放晴，习近平总书记踏着冰雪就进了
村，鼓励乡亲和干部们“只要有信心，黄
土变成金”。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鼓由此擂响。
608口人的骆驼湾，满怀信心出发，从贫
困发生率 79%迈向整村脱贫，谱写着小
山村融入小康中国的奋斗诗篇。

吃穿不愁有钱花

“拆旧房、盖新房，有吃有
穿，啥都方便。吃水不忘挖井
人，要不是习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好政策，哪来这些好福气！”

7年时间，骆驼湾悄然蝶变。
青瓦黄墙，窗明几净，屋内暖意融

融，月季花开得粉嘟嘟，全然不顾外面
雪花飘飘。

“旧土房到处透风，一下大雨，闺女
怕房子塌，就打电话让出去避避。”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时的照片上，依稀可见唐
宗秀家旧房的“苦寒”样。可如今，变化
大得让唐宗秀笑逐颜开。“拆旧房、盖新
房，有吃有穿，啥都方便。吃水不忘挖
井人，要不是习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好政
策，哪来这些好福气！”

2016年国庆节后，包括唐宗秀在内
的247户村民，或搬迁或改建，陆续住上
了新房。在整个阜平县，易地搬迁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10274户。
搬新居，添新衣，这是中国人的习

俗。过去，老两口的衣服不多，全塞在
两个旧木箱里。2017年脱了贫，土地流
转金、股金分红等收入不少，老两口的
手头活泛起来。旧木箱换成了“三组
合”大衣柜，里边满满当当，光唐宗秀的
衣服就有 20 多件。“年轻时也没穿过这
么多新衣裳，老了还洋气了！”

再到厨房转一圈，愣没找到农家常
见的腌肉罐。见记者不解，唐宗秀捂着
嘴笑：“以前过年才买点肉，初一包顿饺
子，剩下的做腌肉，平时过节解解馋，现
在啥时候想吃肉就买新鲜的。以前是
心心念念想吃肉，如今倒是隔几天还想
吃点玉米面糊糊。”

傍晚时分，大锅熬烩菜，大白菜、红
萝卜、五花肉、煎豆腐，“咕嘟咕嘟”泛着
油花，香气溢出唐家窗外。昔日冷清的
小山村也热乎起来，格子窗透出灯火，
大喇叭里飞出歌声：我们的家乡，在希
望的田野上……

致富要靠自己干

“过去没事干，人穷出气都
短，天天窝蜷在墙根。光等光靠
不是法子，说到底得自个儿干活
挣钱，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习总书记来时，希望乡亲们早日
脱贫致富奔小康。”唐宗秀的老伴陈德
印声音洪亮，“过去没事干，人穷出气都
短，天天窝蜷在墙根。光等光靠不是法
子，说到底得自个儿干活挣钱，把日子
过得热气腾腾！”

近些年，骆驼湾工地多，陈德印随

时都能干点杂活、挣点零花钱。2019年
5月1日，阜平县阜裕投资公司开发的民
宿旅游项目在骆驼湾正式开张营业，老
两口主动报名，打扫卫生、打理花草，每
人每月进账2000多元。

正午饭点，老两口来到公司餐厅，
跟大伙儿边吃边聊。“一天三顿饭，全在
公司吃。烩菜、米饭、面条，天天不重
样，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过去，有些村民天天抄着手闲转，
现如今也都甩开膀子干，村里难见闲
人。光阜裕投资公司一家，就吸纳了骆
驼湾30多人和周边村60多人就业。

“扶贫不是养懒汉，致富要靠自己
干！”“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唐宗秀家附
近的墙上，励志的话叫人心热。

2012年，骆驼湾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到千把块钱，2019 年得超 13000 元。再
看阜平县：201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62元，2019年预计增至9800元。

产业壮了人气旺

“以前山里种地没出路，村里
只剩老人，很多院子走空了。如
今县里有产业，村里有事干，许多
年轻人冲这回来，越干越有劲！”

“俺爹过去一天喝三顿酒，解乏消
愁。现在日子红火，晚上回来喝一杯，
心里舒坦！”唐宗秀的三女儿陈三妮忍
不住笑。

陈德印滋溜一口“枣杠子”酒，抿嘴
笑笑，打开收音机听起梆子戏。

往年这时候，三妮儿还在城里忙挣
钱，眼下为啥待在村里？

这些年，阜平县在骆驼湾等村发展

香菇种植，建成食用菌产业园 98 个，带
动 6620 户贫困群众户均年增收 1.7 万
元；发展苹果等高效林果 8 万亩，带动
9459 户贫困群众户均年增收 9000 元。
借天然的绿水青山，阜裕公司租用骆驼
湾闲置农房，发展民宿旅游，建起美食
街、小茶馆等，引来八方游客。

黄土开始“炼”成金，抓挠着三妮儿
这些外出年轻人的心。

三妮儿这次返乡，几乎认不出昔日
熟悉的穷山窝。骆驼湾已大变样：习近
平总书记当年进村来唐家时走的搓板
路、小土路，变成了大马路、水泥路；经
过村旁的太行山高速公路 2018 年底通
车，已在规划建设的高铁将让阜平人联
通全国各地。

三妮儿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在城
里上学的孩子送到了离骆驼湾村不远
的镇上读书，村里的变化坚定了她的信
心。“骆驼湾发展得越来越好，游客多
了，消费起来了。”三妮儿说，“以前山里
种地没出路，村里只剩老人，很多院子
走空了。如今县里有产业，村里有事干，
许多年轻人冲这回来，越干越有劲！”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精气
神都写在老百姓脸上！

“赶上好时候，遇上好政策，习总书
记惦记咱农民，俺浑身有劲，不觉着
老！”唐宗秀挺直腰板，“想想过去，看看
现在，甜在心里，笑在脸上，做梦都能笑
醒了。”

谁说不是呢。这些年，记者多次探
访骆驼湾，每次都有新气象。现在，村
民的笑容多了甜了。村里人说，这是黄
土地上几辈人最灿烂的笑。

原载2020年1月5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吴培源）确定民生实
事，政府不唱“独角戏”。1月15日开幕
的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上，全体代表将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对石家庄市政府提交的 15 件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票决确定10件，作
为2020年民生实事正式项目。这将是
石家庄市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首次实施。

民生实事，事关民心。怎样才能把
民生实事谋得更准，真正把民生实事办
到群众心坎儿上？在2020年民生实事拟
定过程中，石家庄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体现群众意愿。
2019年10月起，石家庄市“双问计”活动
办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服务、
社会生活保障、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
通过向市直部门征集拟办事项、在媒体

发放调查问卷、深入基层现场调查等方
式，发动广大市民进行投票评选。根据
得票情况，确定了15件具有普惠性、公
益性和可操作性的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确定后，石家
庄市政府办公室专门召开调度会，征
求各责任单位意见，研究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经过大量前期工作，最终
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15件2020

年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涉及教育、医
疗、交通等多个方面。

据悉，10 件民生实事正式项目表
决通过后，将以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同时，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把民生实事
项目列入年度监督计划，加强监督检
查。年底，市人大常委会还将专题听取
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民生实事项目完成
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本报讯（记者陈华）1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冰上龙舟赛在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结束。此次比赛吸引
了 20 支代表队、504 名运动员
参赛，其中我省派出男、女两支
队伍共28名运动员参赛。

冰上龙舟赛是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的群众项目之
一，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
组 3 个组别，其中，男子组和女
子组分别设置 5 人龙舟 100 米
直道赛和 200 米直道赛、12 人
龙舟 100 米直道赛和 200 米直
道赛等 8 个单项，混合组设置
12 人龙舟 100 米直道赛和 200
米直道赛两个单项。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河北
省代表队奋勇争先，获得男子
组 12人龙舟 100米直道赛第五
名、5人龙舟 100米直道赛第六
名、5人龙舟 200米直道赛第七
名，女子组 5 人龙舟和 12 人龙

舟100米直道赛第十名，混合组
12 人龙舟 100 米和 200 米直道
赛第八名。

据了解，河北省代表队由
河北体育学院负责组队，该院
冰雪运动系主任刘振忠介绍
说，本次参赛人员由大中小学
教师、企业职工、农民、人民警
察等群众体育爱好者组成，他
们大多参加过省级水上龙舟赛
事，但却是第一次接触冰上龙
舟赛事。在为期一个多月的集
训中，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力争
取得优异成绩，为我省大众冰
雪运动推广普及增光添彩。

河北体育学院教师张运龙
参加了男子 5 人组、12 人组及
混合组等多个项目的比赛，他
说，冰上龙舟将浓浓的传统文
化与冰雪运动相结合，是传统
水上龙舟项目的创新和延伸，
观赏性很强，能够激发更多人
对冰雪运动的热爱。

本报讯（记者陈华）从省残
联获悉，1 月 7 日至 12 日，2020
年残奥高山滑雪世界杯赛在瑞
士举行。我省运动员张梦秋和
张雯静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
团夺得 1 枚金牌、2 枚银牌，实
现了河北冬残奥雪上项目的新
突破。

本次比赛是北京冬残奥会
前非常重要的积分赛，共有来
自 18 个国家的 73 名运动员参

加。张梦秋和张雯静均是刚满
17 岁的滑雪新秀，但她们在比
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向世
界展示了我国残疾人高山滑雪
运动员的风采。在第一场（站）
比赛中，张梦秋和张雯静分获
女子站姿和女子坐姿大回转项
目银牌；在第二场（站）比赛中，
张梦秋发挥稳定，最终战胜平
昌冬残奥会冠军博比特，夺得
一枚金牌。

确定民生实事 政府不唱“独角戏”

石家庄：10件民生实事首次交由人代会表决

2019年

河北机场集团运送旅客1315.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解楚楚）为进
一步宣传最美农民工优秀事
迹，解读我省农民工工作相关
政策，1 月 8 日至 10 日，省人社
厅开展了为期 3 天的京津冀最
美农民工巡讲报告活动。

本次活动先后走进石家庄
市正定县、邢台市任县、邯郸市
磁县，张凯、郝海成、赵建国、殷
玲玲 4 名最美农民工代表结合
自身事迹作了宣讲，共有600余
名农民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亲历
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崛起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京
津冀三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
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为深入宣传农民工
爱岗敬业、品德高尚、工匠精

神、创业带动等方面的先进典
型，激发广大农民工就业创业
热情，增强农民工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从2019年8月开始，我
省会同京津有关方面深入基层
广泛寻找，经过层层选拔，评选
出曹春蕊等50名河北省最美农
民工。

此次活动中，省农民工工
作处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新形
势、新要求，详细解读了《河北
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
一步优化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
化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到2022年，围绕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
盖，确保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
工在城镇落户，为全面实现农
民工市民化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霍相博 通
讯员马珉璐、刘国明）1月 7日，
市民王哲来到廊坊市行政审批
大厅，办理企业开办手续。企
业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等
所有涉及企业开办的事项，仅
用1天就全部办理完成。

“从今年起，全市企业开办
手续实现一日办结，企业开办
全面迈入‘1 时代’。”廊坊市行
政审批局副局长魏建介绍，自
2020年1月1日开始，全市企业
开办时间由 2019年底的 2个工
作日压减至1个工作日，其中企
业注册登记、印章刻制两个环
节合并为0.5个工作日、发票申
领 0.5 个工作日，真正实现了

“只进一扇门、办完所有事”。
如何实现企业开办一日办

结？廊坊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注
册科科长刘伟介绍，通过深化
改革，实行“一窗受理、并行办
理”是关键。

2020 年起，廊坊市各级政
务服务大厅开辟企业开办综合
服务专区，由行政审批、市场监
管、税务、公安等相关部门组
成，实行企业登记、初次申领发
票、印章刻制“一条龙”服务，将

申请人依次向行政审批、市场
监管、税务、公安提交材料的传
统办事流程，改造为一次提交、
同步办理、信息共享、限时办结
的“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流程，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新模式中，我们还将企
业登记与公章刻制合并为一个
环节，公章刻制实行零收费，进
一步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时间成
本和办事成本。”刘伟说。

廊坊市行政审批局还积极
推动企业开办事项“应上尽上、
全程在线”的全程电子化服务、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企业

“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登记制度
等，同时依托河北省法人库共享
应用平台，将企业开办数据在行
政审批、市场监管、公安、税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
间共享交换，解决了多年来办证
慢、审批难、多门进、来回跑的痛
点和难点，“隐形门槛”和“流程
打架”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优
化了廊坊市的营商环境，激发
了市场主体活力。截至2019年
12月底，全市实有企业13.93万
户，同比增长19.28%。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张
烨、王淑慧、石慕靓）从河北机场集团
获悉，2019年，河北机场集团运输生产
稳中有升，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1315.5
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 5.4 万吨，保
障航班起降 12.3 万架次。其中，石家
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1192 万人次，
完成货邮吞吐量5.3万吨，保障航班起
降9.1万架次；秦皇岛机场完成旅客吞
吐量 50.7 万人次，张家口机场完成旅
客吞吐量 30.4 万人次，承德机场完成
旅客吞吐量42.4万人次。

2019 年，石家庄机场陆续开通和
恢复哈尔滨-石家庄-张家界等 60 条
航线，日航班量5班以上快线和准快线

航点达到12个，全年累计运营航线164
条，其中国内客运航线 150 条、国际航
线 12 条、货运航线 2 条，通航城市 85
个，全部运营航空公司 36 家。机场网
络覆盖范围稳步提高，区域枢纽功能
提升显著。

同时，石家庄机场重点打造“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东南亚旅游城市国
际航线，开通至泰国芭提雅、越南岘港
等航线，加密泰国曼谷、越南芽庄等航
线。2019年，石家庄机场至“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航点共8个，国际航线旅客吞
吐量达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5.56%。

此外，石家庄机场不断拓展空铁
联运辐射范围，将携程旅行网“一站式

购票”产品线上覆盖地区扩大到北京、
天津、保定等15个地区，中转联程已实
现通程值机、行李直挂服务。2019年，
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运送旅客 130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中转联程运送旅
客45万人次，同比增长37.5%。

2019 年，秦皇岛机场共有 11 家国
内外航空公司执飞 16 条航线，通达国
内外 21 个城市；承德机场全年累计执
飞航线10条，累计运营航空公司4家，
新开天津、大连、烟台3条航线，累计通
航石家庄、上海、西安、天津等 10 座城
市；张家口机场冬春换季后共运营航
线 11 条，通航城市达到 13 个，运营航
空公司共6家。

1月6日，中信渤海铝业控股有限公司员工在检验产品。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中信渤海铝业控股有限公司在低压铸
造工艺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目前该公司引领行业技术创新的轻量化铝合金轮毂生产线年产能达120万件，提升了
高端铝合金轮毂的市场占有率。 记者 杜柏桦摄

本报讯（记者贡
宪云 通讯员玉洋）
近日，随着天津骏嘉
企业管理公司5.44亿
元增资款到位，河北
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资管）
增资扩股工作顺利完
成，公司资本金规模
增至 30亿元，这意味
着我省国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迈出新步伐。

河 北 资 管 2015
年底成立，是经中国
银保监会授权、省政
府批准设立的省内第
一家具有批量收购、
处置金融不良资产资
格的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被国家发改委、国
务院国资委列入全国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单位，是我
省唯一一家列入该试
点的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混
改工作，促进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2019 年
3 月，经省国资委批
准，河北资管通过非
公开协议溢价转让的
方式，引入委属企业
和原股东单位开展增
资扩股，现金增资 20
亿元。几个月来，除

了天津骏嘉企业管理公司、河北建投集
团等原股东通过增资继续持有公司股份
外，河钢集团、开滦集团、冀中能源集团、
三友集团等6家省国资委重点骨干企业
成为公司新股东，公司股东数量由 4 家
增加到10家。

此次增资工作顺利完成，河北资管
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公司将在企业治
理、业务范围、人才管理等领域进行更加
深入的市场化改造，在防范化解区域性
金融风险、推进国企深化改革、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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