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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原付川

3月6日，驾车从容城县城驶出，沿
途两侧地里绿油油的麦苗生机勃勃。
驶入南张镇北张村时，映入眼帘的却
是这样的场景：一辆大型苜蓿播种机
在一片平整的土地上作业，伴随着机
声隆隆，一垄一垄种下了苜蓿种子。

“一次种植，多年收益。3 个月后，
第一茬苜蓿就能收割。”容城县农业农
村局调研员郭志强说，这里将成为雄

安新区首个饲用苜蓿基地，以容城县
绿硕农业合作社为龙头，采取企业加
农户的方式，由此带动周边群众加入

“粮改饲”行列。目前，种植苜蓿面积
3000亩，计划到夏种时节扩至5000亩。

王艳，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
回乡创业，成立了容城县绿硕农业合
作社。

几天前，眼看着春耕备耕时节来
临，她有些慌神。“3000亩平整好了，没
有大型苜蓿播种机怎么办？专家来不

了怎么办？”
“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

问题政府帮你搞定。”郭志强安慰王艳
说。他紧急联系内蒙古一家专业苜蓿
种植合作社，请其调派一台进口大型
苜蓿播种机前来。

“全程机械化，补上了规模化种植
的短板。”王艳戴着口罩，看着播种机
在地里来回穿行，心里乐开了花。“好
家伙，一天就能种七八百亩。”

眼下，雄安新区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全面组织春耕备耕工作。农业机
械化设备为春耕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寻求中国农
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
支援，请苜蓿育种专家杨青川根据绿
硕合作社的技术需求，开通微信远程
视频技术服务，实时进行全面技术指
导，随时解决苜蓿种植中的技术难题。

为确保新区打造高产优质饲用苜
蓿基地，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明亚
还专程赶到现场，实地调查土壤墒情、
整地平整度等情况，与杨青川共同商
定苜蓿种植标准。

往年，“田保姆”到地头服务，今年
主要用手机、网络指导。为协助解决远
程服务中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新区
还将邀请相关专家，到田间地头开展
精准服务和指导。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
从雄安新区相关部门获悉，雄
安绿博园雄安园将启动建设，
包括展园、绿化栽植、主园路、
临时绿化等，占地约 11500 亩，
是起步区南北中轴线上北侧重
要景观门户。

该园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
东侧，北起南拒马河右岸，南至
容东城市组团，西起贾光乡，东
至京雄高速。园区的建设整合
生态、游憩、文化、应急避难等
综合功能，布局商业休闲和文

化体验场所，打造绿博园内重
要景观节点。营造生态优美、
环境宜人的绿色空间，满足游
客不同户外休闲游憩活动和景
观游览的需求。

项目内容将充分考虑数
字化、智能化，以大数据和区
块链为基础，全过程中产生的
建筑信息模型数据需统一接
入新区城市信息模型管理平
台，通过区块链资金管理平台
进 行 本 项 目 的 全 过 程 资 金
管理。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出容城县城，沿着 S333 省道东行
2 公里，雄安新区容东片区的建设工
地已是热火朝天的复工建设场景。这
里是占地 12 万平方米的“建设者之
家”一号营地，200 名工人正紧张忙碌
地作业。截至 3 月 6 日，仅半月时间，
一期容纳 800 名工人入住的装配式宿
舍已完成吊装。

“这栋三层的 C 型建筑与园区其
他建筑一样，将传承中国建筑理念，采
用中式屋顶和庭院。同时，融合西方建
筑元素，营造中西合璧、绿色温馨的园
区。”中铁建工集团建设者之家一号营
地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星运说。

中铁建工集团建设者之家一号营
地项目自 2 月 20 日开工建设，计划 20
天时间完成一期项目建设，满足800名
工人入住。全部建成后，将切实改善区
域内建设人员的办公、居住及生活条
件，为新区防疫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在营地建设现场的展板上，鸟瞰
规划图呈现出整个园区全貌，漂亮整

洁的建筑分成若干个区域，绿化和水
系景观点缀其间，楼房墙体用白色搭
配淡蓝，褐色或淡绿色屋顶更显雅致。

“项目由中铁建工集团建设并运
营，是临时性建筑。除了宿舍和办公

区，还有生态公园、购物中心、多功能
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等，可以满足建设
者入驻后的就医、理发、洗衣、购物、娱
乐等多种生活需求。”王星运说，园区
建成投用后，既能满足疫情防控需要，

又能节约管理成本。
为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劳务人员和

材料供应紧张问题，建设方积极与相
关防疫机构、劳务人员所在村镇沟通，
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同时紧急从周
边工程项目调集工程设备和砂石、钢
筋等材料，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施工现场，吊车伸展长长的铁臂
如同搭建积木般，将一间间6米长、近3
米宽、2 吨重的集装箱式房子高高吊
起，又精准地落到指定空间。现场技术
负责人刘建建指挥工人放线、找平，定
位箱体，用螺栓固定。在已经搭建好的
楼层，工人们正在“穿管走线”，进行内
部设施的安装。每一层都有浴室和洗
衣房，采用空气源热泵调节温度，房间
内四季都会很舒适。

“项目建筑全部采用装配式建造
方式，其中公寓、宿舍等建筑采用装配
式集装箱结构，办公楼、服务中心采用
轻钢结构，职工食堂、餐厅采用装配式
钢结构，预计将在3个月内完成全部施
工，建成后能满足 8000 人的入住需
求。”项目总工程师颜晓迪表示。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
亚）“ 确 实 是 大 天 鹅 ，一 共 7
只！”3月 6日，安新县自然资源
局湿地办工作人员齐明对一
起赶到白洋淀某区域观测的
同事说。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鸟类大天鹅再现白洋淀，大
天鹅属于白洋淀候鸟的
珍稀物种之一。同时，
工作人员还在附近区
域拍摄到多群国家保
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和科学价值
的“三有”鸟类苍鹭、
豆雁、骨顶鸡、凤头麦
鸡等。

过去的一年，白洋

淀环境综合整治力度进一步加
大，湖心区水质达到了Ⅳ类标
准，累计生态补水超过3亿立方
米，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河北日报记者 原付川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雄安新
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复工复
产。目前，雄安新区建立金融支持复工复
产项目库共有 113 个，包括重点建设项
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49个，支持小微企
业、疫情受困企业复工复产流贷项目25
个，疫情防控物资重点保障企业39个。

全面覆盖

建立复工复产项目库

近日，国开行河北雄安分行向容城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发放复工复产专项
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疫情期间新
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燃气供应提供
了有力保障。

容城新奥燃气公司是容城县燃气能
源的主要供应商，在保障民生和支持新
区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受
疫情影响，该公司流动资金紧张。

得知这一情况后，国开行河北雄安
分行迅速组织人员服务对接，加班加点
完成资料收集、尽职调查和授信审批等
工作，对其授信 3500 万元、发放贷款
3000万元，为燃气公司平稳运行提供金
融支持。

“为帮助容城新奥燃气公司快速获
得大额贷款，我们将其列入金融支持复
工复产项目库，协调金融机构增加信贷
投放。”雄安新区改发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支持新区企业项目复工复产，新区改
发局联合三县相关部门深入基层，摸排
重点建设项目和中小企业项目的融资
需求情况，并建立金融支持复工复产项
目库。

新区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对入库企
业和项目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利率
水平，为企业项目复工复产提供有力资
金支持。

作为2019年新区开工的重点项目，
容西混凝土搅拌站是为新区建设提供
混凝土、沥青等材料的重要基地，目前
已经建成投用。疫情期间，为保障搅拌
站复工复产后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邮
储银行雄安分行制定专项政策，开辟绿
色通道，缩短放款审核时间，以最快效
率完成 1368.7万元贷款的发放，满足了
企业的流动性需求。

“金融系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和恢
复生产，为新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保驾护航。”雄安新区改
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做好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新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全
力支持企业项目复工复产，加大企业复

产、项目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
稳岗政策，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重点突出

精准服务防疫重点保障企业
和中小微企业

当前，防疫物资和医疗产品生产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保证这类产品生
产企业所需的资金，是新区为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的重要方面。

向生产采血管和输血管的河北超
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发放纯信用贷款
52万元、向转型生产医用口罩的河北华
胜塑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发放“微捷
贷”77万元……农行雄安分行重点对接
复工复产的医疗产品生产企业，加大专
项信贷资源配置及政策倾斜力度，疫情
期间为 20 多家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4800余万元。

当日提交申请当日审批——这是中
国银行雄安分行对纳入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的小微企业主提供的金融服
务。该行出台十项金融服务举措，简化
授信业务流程，建立疫情防控项目信贷
审批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尽责、优
先审评，取消规模管控。疫情期间，该行
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 7 家受疫情影

响的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3400余万元，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保障。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多属于自
身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新区传统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转型升级压力
增加，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尤其是
资金压力。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金融服务
既坚定有力，又精准有效。新区以服务
防疫重点保障企业、受疫情影响的复工
复产中小微企业为重点，组织银行业金
融机构多管齐下，发挥金融机构积极
性，采取线上线下组合式金融服务、精
准信贷支持等措施，充分调动各种资
源，帮企业渡过难关。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金融机构通过采取及时有力、针对性强
的措施，在金融创新、信贷供给、财物捐
赠等方面支持新区疫情防控和建设发
展，增强了全社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信心和决心。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支持鼓励金
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精准
匹配、综合成本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案，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高新技
术项目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提高中小企
业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复工复产

雄安建立113个金融支持复工复产项目库

为雄安建设者打造温馨家园
——中铁建工集团建设者之家一号营地项目探访

“线上答疑”解春耕难题
——雄安新区春耕生产一线见闻

建设者之家项目正在快速推进中。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摄

白洋淀再现大天鹅

▶在白洋淀观测到的大
天鹅。河北日报通讯员 齐明摄

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将启动建设

（上接第一版）存在因人员滞留而交叉
感染的隐患，督查组推动三河市主动作
为，出台了“疫情防控期间‘一信’‘一
卡’‘一证’管理制度”，努力将人员滞留
交叉感染风险降到最低。

统筹兼顾，全力促进发展

省委要求将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
产、重点项目建设和“三创四建”活动作
为当前大督查工作的重要任务。推动各
级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经济
社 会 发 展 ，成 为 各 级 督 查 组 的 当 务
之急。

“省市两级复工复产优惠政策，享
受到了吗？还有哪些急需解决的困难？”

“我们现在急缺熔喷布！现有的库
存只能维持7天。”

2 月 27 日下午，省驻唐山市督查组
来到位于唐山开平区的天津卓锐安全
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我省疫情
期间首家获批生产医用防护口罩的
企业。

第二天，督查组将这一情况形成督

查专报向唐山市和省有关部门进行反
馈。目前，省工信厅已紧急调拨500公斤
静电熔喷布保障该企业现阶段满负荷
生产，省发改委、省工信厅正在为企业
申报国家级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防护类）资格。

围绕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肠梗
阻”，连日来，省市县大督查组深入企业
查问题、堵漏洞，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按
下“快捷键”。省驻保定市督查组针对发
现的工人流动受限、产业链条不衔接等
问题，向该市提出统一社区农村务工人
员管理尺度、建立复工复产“一次通关”
机制等 5 条建议。石家庄市大督查办督
促协调市县有关部门靠前服务，解决了
物流运输、供应链协调运转、防疫物资
短缺等问题 370 余个。截至 3 月 1 日，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12193 家，复
工率达到 92.5%。全省 65 家重点防控物
资生产企业复工率提高到96.9%。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当前重点项目能否顺利开工？各级督查
组在走访中发现，外地工人难返回、原

材料运输不畅、产品外销难等难题普遍
存在，第一时间向当地进行了反馈。

战疫环境下的春耕备播也同样是
一场时不我待的硬仗。农资供应是否到
位、畜禽养殖情况如何、农村防疫物资
是否短缺……各级督查组访市场、问农
户、督主管部门，保农时解民忧。

督查问效，激励担当作为

疫情防控中，各级党组织能否守土
尽责、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领导能否靠
前指挥、担当作为，党员干部能否挺身
而出、冲锋在前，是大督查的重点内容。

湛文颖原是遵化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疫情发生后，在主任职位空缺的情
况下，她主动请缨，带领单位干部职工
奋战在最前线。1月29日，在遵化首例确
诊病例调查中，湛文颖踏进感染科病
房，面对面与患者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
查。由于工作突出，湛文颖被任命为遵
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唐山市大督查办副主任袁一民介
绍，该市建立了疫情防控督查和干部包

联考察制度，每名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成
员联系一个驻县（市、区）督查组，在一
线考察识别发现干部。目前，唐山市已
将11名干部列为近期使用对象人选。

督考结合显成效。各级大督查坚持
把防控一线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第一
战场，综合分析各级干部履职尽责、担
当作为等情况，注重发现表现突出和
履 职 不 力 的“ 两 头 ”干 部 ，树 立 正 反
典型。

承德市组建起针对疫情防控的专
业督查力量，增派纪委监委骨干和卫
生防控检查专业人员充实到大督查队
伍中，开通组织渠道，形成了纪检、组
织、卫生 3 条战线协同发力的立体防控
督查格局，目前，推动树立疫情防控先
进集体 9 个、先进个人 15 人，推动党
委、政府问责 16 人。秦皇岛市大督查办
坚持问效与问责并重，与市纪委监委
组成 6 个联合督查组，用好约谈警告和
问责建议权，对 23 名工作不力的责任
人进行约谈，传导责任压力，确保整改
实效。

（上接第一版）优先从快启动扶贫
项目；优先从快落实扶贫政策。

打通务工渠道是保证贫困
户收入不“断档”的关键。围绕
让贫困人口出得了门、有工可
务、有岗可上，该县由财政出
资，为有外出务工需求的群众
开通免费体检通道，确保他们
拿到“通行证”，其中132名贫困
户进入用工单位。

同时，临西县制定推行“落
实政策兜住底线”“健康扶贫守
住防线”等10条具体举措，制定
出台《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标准二十条》等指导性文
件，决定在原有 65 个驻村工作
队的基础之上，对存在贫困人
口的非贫困村，由所属乡镇再
派出一名科级干部带队的 3 人
驻村工作组，做实脱贫服务保
障。针对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超过 20 人的乔屯、洪官营和
单屯 3 个村，在由县委书记、县
长、县委副书记分包基础上，增
加县财政局、交通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3 个县直单位以及县
农商行、万邦复临药业、中伟机
械3家企业定点帮扶。

临西县委副书记韩建敏说，
目前全县已有光明九道菇、鑫泰
轴承、复临药业等 42 家规模以
上企业复工复产，带动用工8000
余人，其中贫困户670人。

此外，该县120多个箱包加
工等“扶贫微工厂”全部复工，
对身有残疾或家人重病、无法
外出的贫困户，相关方面还设
法将“车间”搬到贫困户家中，
安排专人把生产设备、原材料
送去并上门回收产品，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增收路上不让一
个贫困户掉队。

一上班收入就“续”上了

□河北日报记者 吴安宁

“夜深了，请大家尽量不要
熬夜，我这里有几个缓解压力、
焦 虑 情 绪 的 方 法 ，推 荐 给 大
家……”3 月 4 日 23 时许，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容城县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心理辅导教师邢
立荣在为留观人员建立的微信
群里开展“话聊”。

“话聊”，是雄安新区集中医
学隔离观察工作开展以来，邢立
荣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工作。

焦虑和思想负担是隔离留
观人员中普遍存在的，尤其是
在隔离初期。这就要求及时疏
导隔离留观人员可能出现的心
理问题。

“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
过程，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
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
问题。”邢立荣介绍，在容城县
医学隔离点进行隔离留观的有
大人也有小孩，十岁的李沛伦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对陌生封
闭环境的不适应让他产生焦虑
和烦躁的情绪。

“孩子刚来时，今天吵着要
出去，明天打碎体温计，情绪很
不稳定。”邢立荣说，“他们住的
是家庭套房，孩子和父母是分
开住的，不能见面，我就建议他
父母用‘隔门相处’方式安抚，
与孩子隔着门做游戏，给孩子
看防控疫情动画宣传片，直到
他情绪稳定。”

“这里的阿姨非常和善，还
给我提了几个学习休闲的建
议。”结束留观后，李沛伦在自

己的一篇作文里这样写道。
邢立荣对记者说，在观察

点，每天都有各种情况发生，这
就需要心理咨询师发挥自己敏
锐观察力，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不只
是留观人员，医护人员同样也承
受着心理压力，及时关注、疏导
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同样重
要。不久前，一位留观人员因为
一点小事，和观察点的医护人员
产生了误解，这让一向尽职尽责
的医护人员心里很委屈。在一旁
观察的邢立荣仔细了解事情原
委后，立即对医护人员展开心理
疏导，成功化解了医护人员和留
观人员心里的疙瘩。

除了每天定时定点在群里
发布舒缓音乐、室内锻炼视频、
科普宣传片、心理学知识外，邢
立荣还时常在群里设置话题，和
大家讨论，与留观人员建立起信
任的同时，也转移他们的注意
力，消除对疾病的恐惧心理。

邢立荣说，现在每天最主
要的事，就是在群里观察大家
都聊些什么，言语间的情绪如
何，有哪些需要帮助解决的生
活困难，是不是出现了心理问
题等等。遇到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员，她就会通过视频或者电
话与对方进行一对一咨询辅
导，让他们平稳情绪。

高峰时段，邢立荣每天有
十多个这样的微信群需要“话
聊”，每天微信上的消息更是有
上千条。每当看到微信群里留
观人员积极的反馈时，她总是
无比欣慰。

点亮温暖的心灯
——走近雄安新区疫情防控

一线心理医生邢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