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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7月 6日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东峰主
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
省重点改革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勤，省委副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省政
协主席叶冬松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意见》《中共河北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

（2020—2021 年）》《关于推动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深化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河北
省省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
规定》《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
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实施意见》《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书面审议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关
于开展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情况“回头

看”的报告》。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根
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对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具有重要
的政治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改
革部署，紧密结合河北实际，坚决贯彻
落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目标引领
和问题导向，聚焦改革重点难点，把抓
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改革
任务的落实同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结合起来，把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贯通起来，
有针对性地部署推进关键性改革，充分
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
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提前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
工作，更加注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

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
革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建设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编制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

（2020—2021年），是落实党中央重大改
革部署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要全
面对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
系统设计，突出改革重点，精心组织实
施，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要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谁牵头谁协调，逐项明
确分管领导、牵头单位、责任部门，细化
分解任务，层层抓好落实，确保各项改
革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支撑，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
展，对于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和保障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突
出重点领域，围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内对外高水平
开放等，着力加大水电气路讯等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构建立体交通路网，大力
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健全交通物流基础
设施体系，提升能源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水平，推进水利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补齐城镇雨污分流、垃圾和污水处理等
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快
5G网络建设步伐，超前部署智能基础设
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为
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环境。

会议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
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重要内容。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
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劳
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资本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要
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政府对各
类要素配置的调节作用，促进要素自主
有序流动，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会议指出，严格国有金融资本出
资人和受托人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新
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有益
探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规定
要求，（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
议 7月 6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 年，我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倡
议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拉伯国家
热情响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
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密切合

作，这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
前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推进抗疫
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阿双
方人民。

□河北日报记者 郭 峰 李建成
陈宝云

“笃笃笃”，7月2日清晨6时许，河
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驻隆化县南沟村工作队驻地响起三下
轻缓的敲门声。

虽然头天整理全村最后 2 户贫困
户收入核算表到半夜，工作队队长、驻
村第一书记张立山还是一下子就醒了。

“果然又来了，这回准保找到你。”
张立山起身、穿衣、下床，趿拉着鞋一
路小跑，打开院门，却空无一人。门洞
一角，放着一袋生菜、小葱，沾着水、带
着泥。

今春以来，敲门声时常在清晨响
起，每次都是一两样新鲜蔬菜，但总不
见送菜人踪影。

“这是个细心人。”张立山分析说，
驻地临街，起早送菜避免被人看见。敲
门是善意提醒，防止菜被畜禽“霍霍”。

“菜轻情意重，但不能白拿白吃。”

趁这天有空，张立山打算当一回“侦
探”，找出送菜人。

张立山首先想到的，是养猪大户
吴金龙。

村庄西侧一条山沟里，3栋猪舍里
肥猪满圈。

“小吴，是不是你给工作队送的
菜？”张立山单刀直入。

“去年送点儿猪肉，你还把钱给我
压到枕头底下，我可没去。”吴金龙摆
手否认。

猪存栏400多头，饲料却无固定货

源，吴金龙一直犯愁。“张书记，猪饲料
的事有着落没？”吴金龙岔开话头儿。

“已经联系首农集团，明天就来
人，咱们当面谈。”张立山给他吃了

“定心丸”。
两年前返乡创业，吴金龙没少遇

上难事，都是工作队帮助解决，“沟里
没水没电没路，工作队协调相关部门，
2个月全通了。”

吴金龙不仅自己致了富，还帮助
6 名贫困村民实现就业脱贫。更可喜
的是，（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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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峰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
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许勤赵一德出席会议 叶冬松列席会议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保定·中关村科技创新中心、中关
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一个中关
村，在我省多地开新花；涵盖石家庄、
保定、廊坊、沧州、衡水五市 11 个园
区，河北·京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纳入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行动”总体布局……

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六年来，
河北主动与京津共建创新平台、共享
创新资源，在协同创新上不断迈出新
步伐，以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为主线，扎实推动协同创新向纵深拓
展，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培育新
动能。

搭建创新载体，共享科技资源

“我们为什么来保定？就是要把
中关村的创新生态带土移植！”5 月 8
日一大早，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负责
人扈德辉就召集团队的“企业服务
员”，开起工作动员会。

2019 年，他们交上了一份十分亮
眼的成绩单：入驻企业252家，吸引了
8000 多家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企业前
来考察对接，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过
1亿元。

“现在，创新中心每腾出一个空
位，就有 3 家企业在排队入驻。”扈德
辉的电话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来电话
的不少都是打听有没有入驻机会的潜
在对象。”

协同创新，离不开筑巢引凤。六年
来，为进一步提升对京津创新要素的
承载力，我省加紧谋划建设协同创新
平台，河北与京津共建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98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95家。

创新平台引来了大项目、好项
目。“河北离北京近，人力、房租等综合
成本比北京低，也有承接科技项目转
化的空间，可行。”2017年，北京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保定
人孙永健盘算了一番，果断决定在保定中关村创立中创燕园，并
建立起两个半导体实验室和厂房，“如今，公司年产值达到2000
万元，未来三年新厂建成后，预计年产值突破10亿元。”

像保定中关村一样，我省立足互联互通，着眼共建共
享，着力实施科技园区、创新基地、转化基金、技术市场、创
新联盟“五个共建”行动，衍生出一批创新模式。

（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文
英 记者马建敏）为应对疫情
影响，今年，省税务局将网上办
税缴费打造成全天候、全覆盖、
全流程、全联通的“智慧税务”
品牌，逐步形成了以智能办税、
智能服务、智能管理、智能防险
为核心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构
建起“网上办税为主、自主办税
为辅、窗口办税兜底”的服务模
式，纳税人 95%以上的涉税业
务可以自助办理。

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裕
华路办税服务厅是我省智能化
程度最高、大数据应用最广泛
的办税服务厅。在一个智税中

枢总控系统和一个多功能无障
碍导税平台支撑下，50 余台机
器设备、47 个人工窗口、1 个微
办税服务厅、1个云桌面办税服
务厅实现了人机共融、互联互
通。石家庄市税务局纳税服务
科科长王育红介绍，智税中枢
各个功能区承载了全局 95%的
办税服务事项和近七成的办税
工作量。

除了智能办税服务厅，设
在一些大型市场、工业园区和
科技园区、大型企业的“区域智
能微厅”也给纳税人办税缴费
提供了方便。

（下转第四版）

我省纳税人95%以上
涉税业务可自助办理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水利电力学院驻隆化县南沟村工作队付真心赢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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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阿合作论坛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桑珊）7 月 7
日，我省 47.17 万考生将走进全省 188 个
考区的340个考点，完成一场不同寻常的
高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今
年高考备受关注，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
了解到，全省 16557 个考场，已经进行了
充分的考前准备，对近7万监考教师及考
务工作人员开展了考务培训，确保高考
顺利进行。

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考生健康尤为
重要。为此，我省考前对考生进行防疫防
控专项指导，引导考生做好自我防护，准
确填报个人健康情况。考生和考试工作
人员进入考点时，除了接受例行身份验
证、安全检查外，还要接受体温测量。每
场考试结束后，将有专人引导考生安全有
序退场。各个考点都增设了防疫副主考，
负责疫情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疾控人员
也加入到高考工作中来。

据介绍，考前，各考点在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
控机构指导下，对考试
场所、通道、区域、桌
椅等进行清洁消
毒，（下转第五版）

我省47.17万考生今日高考
各个考点都增设防疫副主考

▲7月6日，在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考点，考生通过红外线测温仪检测后进入考点熟悉
环境。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 7 月 6
日，在沧州市第
二中学考点，学
校工作人员在考
场内喷洒消毒液。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河北推进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到2022年全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3%

35天，15个独楼独院连成一个大院
——石家庄长安区“连片”模式破解老旧

小区改造管理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