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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邯郸市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坚持扶贫脱贫“五
优先”，抗疫情、保增收、促脱贫、防返贫
取得明显成效。

产销服务，扶贫产业优先。该市建
立产销信息周报告制度，利用邯郸农业
信息网、“抗疫情解农困”微信群等平台
发布大型商超需求信息 500 余条。收集
魏县鸭梨、食用菌、经开区大白菜等近
20余个农产品滞销信息，在阿里淘宝平
台、河北12316综合信息网上发布。开展
扶贫产品认定，促进定向消费扶贫，大

名、魏县等 20
个县（市、区）
共认定扶贫产
品204个，涉及

供应商 70 家，产品价值总量 299117 万
元。加强电商平台建设，变外销为直销，
实现增收。广平平固店镇菌菇大棚菌菇
销售由原来的批量外运出售转为电商
销售和定点超市集中配送两种方式，惠
及贫困户350余户；魏县干部为“魏县鸭
梨”代言，争取多种渠道帮助群众解决
农产品销售问题，共售出红薯 20 万公
斤，梨127.5万公斤。

企业复工，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微
工厂优先。对扶贫龙头企业在资金需
求、金融保险、税费征缴、技术服务、产
品流通等方面，优先优惠支持，保障企

业恢复生产。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合同定
购、赊销生产资料、实行保护价格收购
和流转土地、吸收入股、吸纳用工等措
施，带动贫困群众参与生产、促进增收。
在扶持扶贫微工厂复工方面，为在微工
厂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办理新
冠肺炎保险，对已开工的扶贫微工厂带
贫率达到30%或10人以上的，免除上半
年微工厂租赁费用，并给予一次性生产
补贴，重点用于购置防控物资、组织贫
困群众务工和扩大生产。疫情期间在当
地扶贫微工厂、企业稳定就业的贫困劳
动力，按照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疫情期间
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300 元的稳岗
补贴。截至目前，全市 77 个扶贫产业园
区 100%复工；49 个扶贫龙头企业 100%
复工，带动贫困人口34375人，吸纳就业

4042人，其中贫困人口1106人；527家扶
贫微工厂已全部复工，带动就业人数
12788人，其中贫困人口3946人。

劳务输出，贫困户优先。利用劳务
输出服务网络，调查统计贫困人口劳动
力状况、就业意向等信息和“库存”用工
企业、新联系用人单位的用工信息，通
过网络、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搞好信息
双向对接，组织网上“春风行动”等大型
招聘活动，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同时，利用网络、视频等形式，开设技能
性、引导性转移就业培训课堂，提高贫
困劳动力就业能力。截至目前，已外出
务工贫困劳动力 72521 人，占去年外出
务工人数的 106.24%，其中省外 19773
人、省内县外13175人、县内39573人。

（下转第三版）

抗疫情 保增收 促脱贫 防返贫

邯郸坚持“五优先”助力脱贫攻坚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周禹佳 记者
霍相博、解丽达）六月，骄阳似火。穿行
在廊坊市北三县 1258 平方公里的大地
上，深入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速
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热浪”扑面而
来。随着《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
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日
前出炉，廊坊市加快推进北三县与通州
区一体化发展，交通、产业、生态三大重
点领域率先突破，同时向更深更广领域

拓展，通州区与廊
坊北三县协同发展
掀开崭新一页。

“ 北 京 市 通 州
区与廊坊市北三县地缘相邻、人缘相
亲、生态相融、文化相近，具有协同发
展的良好基础。深入推进通州区与
北三县一体化发展，是廊坊举全市之
力做好的重点工作之一。”廊坊市委
书记冯韶慧说，他们积极履行主体责
任，全力服务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努力把北三县打造成为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发展腹地、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桥头堡。

科学规划引领，系好“第一粒扣
子”。推进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发展，
廊坊市在全力配合编制好《北京市通州
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
同发展规划》的同时，对标对表雄安新
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理念，高标准
编制完成 5 个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12 个
专项规划，引领通州区与北三县协同发
展的“1+5+12”的规划体系基本完成。
廊坊市强力落实统一规划、统一政策、
统一标准、统一管控“四统一”要求，为
协同发展腾出战略空间。仅去年一年，
廊坊市北三县就拆除违法建设200多万
平方米。

主动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廊
坊市北三县积极对接副中心交通网络，
畅通“主动脉”、打通“微循环”，加快构
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便捷交通体系。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率先
突破工程，全长 148.1 公里的京唐城际
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途经廊坊北
三县后进入天津，最终抵达我省工业重
镇唐山市。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苗子簃说，总投资 449 亿元
京唐城际建成通车后，北三县将更加紧
密地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百姓到北京
天津将更加方便快捷。密涿高速3条连
接线竣工投用，（下转第四版）

廊坊北三县：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腹地

许勤主持召开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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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德在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时强调

加 快 核 酸 检 测 进 度
确保存量清零增量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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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抓好疫情防控同时毫不放松推进冬奥筹办

冬奥项目可如期高质量完工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6 月 21 日，省委副书记赵一德
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听取各市、雄安新区关于重
点人员及重点场所排查检测等
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王东峰
书记要求，加快核酸检测进度，
确保存量清零、增量随清，全面
消除风险隐患。省领导袁桐
利、徐建培参加调度。

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加

快重点人群核酸检测进度，聚
焦来自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的人员和中高风险地区来冀返
冀人员，强化追踪管理，加强核
酸检测力量和设备设施配备，
用足用好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
力，积极引进利用第三方检测
机构，创新检测方式，确保应检
尽检、愿检尽检，做到重点人群
全覆盖。要进一步加大对集中
交易市场的检测和监督检查
力度，围绕从业人员、物品和
环境，（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从省农机局获悉，6月21日，我
省 3305 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
基本结束，小麦机收率达到 99.5%。
据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
我省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战胜
了倒春寒、干热风，战胜了近几年程
度较重的小麦病虫害，战胜了春季
农业生产关键期遭遇的疫情冲击，
夏粮丰收，来之不易。

线上线下齐服务
夏粮丰收有保证

今年，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村
种粮大户耿建辉种植的500多亩小
麦，平均亩产达 550 公斤左右。“麦
子丰收了，心里踏实了。”耿建辉说。

今年春季，突如其来的疫情使
农业生产遇到了困难。耿建辉介
绍，为加强小麦田间管理，当地农
业技术人员采用非接触方式，针对
小麦墒情、苗情视频开具精准处
方，并将所需化肥农药等农资以及
农机具及时调配到田间地头，解了
他的燃眉之急。同时采用植保无人
机灭虫害，效率高、速度快，还节省
了人力成本。

疫情最紧张时期，也是春季田间
管理最关键的时候。我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深入一线
开展麦田苗情调查，分区分类制定麦
田春季管理技术方案，指导农民根据
苗情分类管理，同时利用农技推广云
平台，开展线上远程指导。

春耕生产农资需求量大，不少
农资门店因疫情关门。我省多地推
行“不见面”服务，通过网络群发消
息，引导农民手机下单、统一配送。
省农业农村厅积极与各地协调，将
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
纳入复工复产企业名单，为生产企
业发放民生保供证明 543 份，实行
省、市、县三级包联企业制度，保障了春耕农资供应。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开通 24小时“抗疫情、解农困”专线电话，明确专
人跟踪督办，累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8305项。

建设高标准农田
采用现代农业技术

三夏时节，成安县辛义乡高标准农田里麦浪翻滚，一台台
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时不时停下来卸下金灿灿的麦粒，农户
们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

小麦单产不断攀升，能够实现稳产高产，得益于近年来我
省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据了解，通过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从省冬奥
办获悉，我省在着力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毫不放松地推进冬奥筹办。近
期，我省将积极协调做好场地认证、外

籍专家来华和境外器材通关等工作，
确保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8
月底前全部完工并达到测试赛要求。

认真分析疫情以及东京奥运会推
迟对冬奥筹办工作的影响，我省制定
了 7 方面 39 项应对措施，全力抓好落
实，筹办工作人员和冬奥工程建设者
零感染，确保了筹办工作有力有序推
进，冬奥项目可按计划如期高质量完
工。通过制定项目复工疫情防控专项
方案，调整施工计划，加强施工人员力

量和建筑材料保障，张家口赛区76个
冬奥项目已完工42个，其余34个已全
面复工并加快建设，将在 8 月底前全
部完工。云顶滑雪公园已达到测试赛
要求，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越野滑雪中
心、冬季两项中心和张家口冬奥村已
完成主体工程。

我省扎实推进赛会服务保障工
作，不断优化交通、安保、住宿、餐饮、
医疗、志愿者等保障方案，34 家官方
接待酒店全部签约，（下转第三版）

■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项目

已完工42个，其余34个已

全面复工并加快建设，将在

8月底前全部完工

6月15日，秦皇岛浅水湾浴场，市民在沙滩上游玩。今年以来秦皇岛市空气质量与去年相比有较大改善，截至6月9日，秦皇岛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78，达标
天数133天，同比增加16天，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4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9%。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今日导读

我省对场所环境及
食品开展核酸检测

用生命点亮不灭的烛光
——追记平乡县第二中学校长王赞岭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6 月 21
日，省长、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组
长许勤主持召开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
真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工作安排，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

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关乎一个
地区的长远发展，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的关键，是落实好“六稳”“六保”工作
的重要抓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多次召
开会议安排部署，《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
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
服务效率，开展“双创双服”“三深化三提
升”“三创四建”等活动，大幅削减行政审
批事项，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得到市场主
体和人民群众肯定。同时我省营商环境
还有一些短板，官本位等现象仍不同程
度存在，优化营商环境还要付出艰苦努
力。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
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时代全面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先进、改
革创新，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要深化简政放
权，放出活力。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做到清单之外所有市场主体

“非禁即入”，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消除
各类障碍。二要加强公正监管，管出公
平。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将
市场主体信用等级分类管理与双随机
抽查、重点监管等结合，完善“互联网+
监管”制度。三要优化政务服务，服出便
利。深入推进网上办理，实行一次告知、
一次提交、一门受理、一次办好，实现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
协同，着力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直接
干预。四要大力精准帮扶，帮出成果。各
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开展“三
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特别是针对
常态化疫情防控新形势，听取服务对象
意见，切实帮助解决难题，当好企业服
务员，营造尊重企业家的宽松环境。五
要狠抓责任落实，抓出实效。领导小组
办公室加强组织协调，改进工作作风，
强化督导考核，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
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省领导袁桐利、徐建培、夏延军、葛
海蛟，省法院院长卫彦明，省政府秘书
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