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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霍晓丽
赵书华

正定是个好地方，它有不断变化的
新景。

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习近平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确定的“半城郊
型”经济发展外延不断扩大，城乡居民
收入稳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步伐铿锵
有力。

解民生之忧，谋民生之福。正定人
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改善等惠民工程
深入推进，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乘时代东风，扬发展之翼。河北自
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批准设立、中国国际
数字经济博览会永久落户正定，经济腾
飞汇聚磅礴力量。

正定，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守正创新

现代版“半城郊型”经济
越来越红火

时隔一年，记者又来到塔元庄村
采访。

走进村委会，在东侧的观光文化
长廊前，村委会主任赵桂林穿着崭新
的白衬衫，大着嗓门给游客介绍村子
的大变化。

“你们一年没来，俺们又上了新项
目。走，我带你们去看看。”赵桂林边说
边陪记者上了街。

在村西的联动智能温室前，几名工
人正在从一辆大货车上卸草皮，温室内
建筑工人们忙着铺设备。

“这座智能温室里清一色的智能设
备，高科技的无土栽培。还有村东正建
的展厅，不仅是咱们村乡村振兴示范的
好项目，还是省重点项目，引来社会投
资十几个亿呢！”赵桂林黑黑的脸庞上，

笑纹更深了。
走在特色饮食一条街上，不断有人

扯着大嗓门热情地邀我们进店尝美
食。赵桂林一路走，一路说不停：这几
年村里“平改楼”，家家户户住上了楼
房，节省下来的闲散地，建起了这个饮
食街，40 多家各地特色小吃，游客们来
了一趟还想来。村南荒废的河滩地，打
造了塔元庄民宿木屋小镇，年接待数万
人。跟周边几个村庄合作，正在建设占
地 1000 亩的塔元庄智慧农业科技示范
园，以后城里人会更喜欢光顾……

“能有现在的变化，缘于当年‘老书
记’指出的好路子，我们发展‘半城郊

型’经济，路子才越走越宽。”赵桂林至
今忘不了，当年他们村改变粮食生产单
打一模式，种大棚蔬菜，建养鸡场、养猪
场，向石家庄市送蔬菜、鸡蛋和猪肉，为
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乡亲们才过上
了好日子。“今年我们村的目标是集体
收入突破 3000 万元、人均年收入 3 万
元，率先全面建成高质量的小康村。”

不光塔元庄这个正定的样板村，得
益于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正定镇、曲
阳桥乡、南楼乡等多个乡镇的村庄，通
过发展满足城市需求的特色产业，纷纷
走上了小康路。

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全省大包干

先河的厢同村，是正定西北部较偏远的
村庄。今年夏天大棚甜瓜的热卖，让这
个村子再次名声大振。

甜瓜热卖的原因是，在村集体合作
社带动下，25 个蔬菜大棚统一种植，不
欺生、不掺假，成了有名的“信誉瓜”。

“今年大棚甜瓜一亩地最多产4000
公斤，赶上好行情时，一公斤平均能卖
到六块钱。”村民钱振英拿着小本计算
搞大棚的收益，越算心越喜。

“要想黄土生金，就得不断琢磨如
何掏城市腰包。”上世纪 80 年代，骑车
到石家庄市卖过菜的村党支部书记钱
永军，（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师 源
通讯员 薛 飞

清风拂面、水波荡漾，睡莲、香蒲
等水生植物在水中舒展身姿，不时有
白鹳翩翩飞舞……7月28日，在秦皇岛
市海港区东港镇富家营湿地公园，人们
在悠闲地散步、游玩。然而半年前，这里
还是一处污水四溢、垃圾遍地的臭水沟，
流经此地入海的排洪河也深受影响。

“河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海水
水质。”去年 12 月，秦皇岛市委书记朱
政学在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上提出，
加强水污染流域治理，对每条入海河
流都要综合施治，从根本上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确保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
重点入海河流达到Ⅲ类水体。

半年多来，秦皇岛市对城市水系治
理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在“治”上
求突破，在“控”上做文章，在“补”上求
创新，全面开展城市水系治理工程。监
测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该市13条主
要入海河流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
类水质标准，北戴河8个海水浴场水质
达到Ⅰ类海水水质标准。

顶层设计，“治”上求突破

“以前，村民都往村旁的河里倒垃
圾，河水又脏又臭，大家都绕着走。”在
排洪河海港区东港镇黄南村段，70 岁
的时艳环谈起排洪河的变化，有说不
完的话，“现在，水里有了荷花、鱼虾，
这条河都成一个景点啦！”

（下转第五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聚焦顽
症陋习，突出问题导向，开展集中整治。
日前，衡水市全面启动文明城市创建九
大专项行动，打通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堵
点痛点，补上城市管理中的短板弱项。

近年来，衡水市将文明城市创建纳
入城乡品质塑造工程，作为“多城同创”

“三创四建”等活动的重要载体和抓

手。“特别是去年以
来，我市围绕实现
创建目标任务，在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位、环境综
合整治、市民素质提升、浓厚创建氛围
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衡水市委
书记王景武介绍说，此次专项行动针对
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难点堵点
问题，组织开展了小广告治理、不文明
交通秩序治理、不文明养犬治理、社区

（小区）创建提升、市场环境及管理提

升、背街小巷设施管理提升、窗口服务
规范提升、村镇及城乡接合部创建提
升、未成年人社会文化环境提升等九大
专项行动，针对存在的问题集中时间、
集中精力进行整改。

立足于创建成果惠及百姓，该市将
征集市民反映强烈的“九大不文明行
为”，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曝光，广泛开展

“我制定、我承诺、我践行”主题系列活
动，推动人们自觉遵守行业规范和公序
良俗。制定九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精准

对标整治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对基础
设施、文化服务供给、公共场所面貌、社
区生活环境、文明交通等项目细化标准，
对照测评指标，逐条分析、逐项整改。

衡水市还建立了创建推进机制，明
确了责任主体，按照“干什么”“怎么
干”“谁来干”“什么时间干成”的“四个
干”抓落实机制，明确目标任务、整治
标准、责任分工和时间要求，制定具体
行动方案，加强工作推动。进一步压
实领导责任，坚持“一竿子”插到底推
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对重点任务逐
一拉出清单，做到任务到岗、责任到
人，一对一抓好工作落实。

同时，该市建立日常工作交流、通
报等制度机制，按照周调度、月通报、常
态暗访的运转方式推进专项行动各项
任务落实，（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任树春 记
者赵红梅）从省水利厅获悉，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和水利部的调
度计划，今年上半年，我省统筹利用引
江水和本地水库水，陆续向滹沱河、唐
河、拒马河等28条河道和白洋淀实施
了生态补水，累计完成河湖生态补水
17.5亿立方米，创近年来新高。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
年，我省紧紧抓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加大流量输水的有利时机，利用引江
水向唐河、沙河、潴龙河等河道实施了
生态补水。与此同时，利用西大洋、东
武仕等9座大中型水库及白洋淀向滏
阳河、青龙河等河道实施了生态补水，
累计形成水面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

为做好生态补水工作，省水利厅
认真谋划，多方协调、强化调度，积极
组织开展补水河道隐患排查、整治加
固和河道清洁工作，细化实化措施，加

强巡查管护，并通过督导检查与集中
暗访，及时解决各类问题，确保了河道
补水安全有序。

河湖生态补水的有序实施，有效
修复了我省河湖水生态环境，促进了
沿岸地下水的回补和涵养，极大改善
了沿线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对
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的河湖管理保护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张 博

拿出手机直播设备，和面、搓鱼
儿、上屉，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热腾腾、香喷喷的莜面窝窝就出锅
了。在尚义县三工地镇刘面焕村，
59 岁的李秀梅在火山视频直播平
台注册了“李秀梅莜面窝窝”，从前
的“麻坛高手”如今变身成“网红主
播”。这份时髦的工作，让李秀梅不
出家门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也让她
致富奔小康的精气神越来越足。

特殊的毕业季，特殊的就业
季。由于疫情影响，河北大学应届
毕业生小马原定的面试被耽搁，就
业计划被打乱。待在家里的时候，
她没有闲着，而是利用自己的外语
专业特长，在网络平台做起了在线
翻译，每月收入不菲。面对未来，小
马自信满满：“我现在是好几家企业
的‘共享员工’，就算一时半会儿签
不了offer，心里也不慌。”

就业，关乎国计民生，更关乎千
家万户。河北是人口大省，有着庞
大的就业人群。近年来，我省坚持
就业优先战略，采取积极就业政策，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位
置，让更多的人安其职、乐其业。
201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89.62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12%。今年 1
至4月，即使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带来的严峻复杂形势，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仍达 30.02 万人。这样的
成绩，让人们对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的信心越来越足，也让河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冲刺跑”蹄疾步稳。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更多的岗位，就业的选择也随
之更加宽广。曾几何时，村里的年轻人一过完春节就要像候
鸟一样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工。这两年，县城乃至镇子上的
企业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曾几何时，人们只看重公务员、教师、国企等“铁饭碗”。这两
年，不断在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中挖掘就业潜力，已经是一
个明显趋势。不久前，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
发布9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城市管理网格
员”等。城乡统筹发展、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开拓了多元多样
的就业渠道、就业方式，（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
近日，记者从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获悉，该局立足省直住房资
金 管 理 中 心 政 务 服 务“ 小 窗
口”，做好便民利民“大服务”，
着力构建“一体化管理、一站式
服务、一键式办理”的机关服务
保障管理模式，加速推进机关
事务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
省直住房公积金39项业务全部
实现“最多跑一次”，其中 17 项
业务“一次也不用跑”。

今年以来，省直住房资金
管理中心通过接入住建部资
金结算平台，实现提取资金的

“即时审批、秒级到账”；接入

全国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实现
调入职工住房公积金“全国漫
游”“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同时，取消和简化办理要件，
累计取消提取公积金申请书、
存量房贷款评估报告、房屋租
赁合同等 13 项办理要件；对单
身证明等可由个人承诺的证
明事项，改为个人承诺事项。
省直缴存职工办理个人提取
业务时，仅需提供个人身份证
和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核，无
需再提供相关复印件。省直
公积金贷款二次提取实现了

“零材料”办理。
（下转第三版）

我省上半年生态补水超17亿立方米
创近年来新高

新 城 新 景 写 未 来
——正定是个好地方（下）

多
元
就
业
成
就
多
彩
人
生

—
—

﹃
走
向
我
们
的
小
康
生
活
﹄
系
列
评
论⑤

省直住房公积金39项
业务实现“最多跑一次”

部分业务“即来即办”

突出问题导向 补齐短板弱项 打通堵点痛点

衡水集中开展创城九大专项行动

一 城 清 水 护 碧 海
——秦皇岛实施城区水系治理工程探访

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镇清溪环绕、绿意盎然的富家营湿地公园。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摄

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志伟摄

开展城市“厕所革命”三年行动以来，
截至今年6月底

我省高标准改造新建
城市厕所 5056 座

石家庄出台新媒体电商直播示范城市

网红人才成长计划

电商直播人才可申领人才绿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