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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今年将新增
就业岗位6000个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通讯员 王 猛 王雪晴

近 日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晨 跑 活
动——“创城·有你有我”捡跑公益活动
在文安县森林公园广场正式启动。数百
名参跑者领取了手套、垃圾袋等用具，沐
浴着阳光奔向文安的大街小巷，期间将
地面上的废纸巾、烟头、矿泉水瓶、包装
袋等一一捡起装进垃圾袋，用实际行动
传递奔跑的力量和绿色环保理念。

近年来，文安县把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作为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动
力，牢牢锁定以人为本的创建理念，坚持
创新为魂、精耕为要，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不断在创新中求突破、在细微处见高
低、在破难题上较真劲，一系列接地气、
暖民心、惠民生的情感工程使群众的幸
福感、满意度大幅攀升。

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创建

9月11日，文安居民张蒙在上班途中
发现路边灯柱上贴有很多违规小广告，拿
出手机拍下照片，上传到“文明文安”App
上。“通过‘文明文安’App进行监督，举手
之劳就可以让城市更文明。”张蒙说。

为营造全民参与气氛，文安县于
2018年开发上线了“文明文安”手机App
客户端，在其中设置了文明随手拍、文
明积分榜、社会诚信发布等功能，激发
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创建，巩固拓展全民
参与的创建格局。

“鼓励全民参与、了解群众所需、解
决群众困难，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
要内容。”文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郭胜利介绍，文安县从群众
反映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入手，针
对小广告顽疾、基础设施滞后、市容市貌
脏乱等问题，集中力量围点攻坚、解决难

题，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更好了解群众需求，促进全民参

与，文安全县 8 万余名创城志愿者有序
开展“进门纳谏”活动，来到市民家门口
了解诉求，同时每周开展“文明星期五
照亮文安城”志愿服务活动，面对面征询
意见、问计问需。今年以来，全县累计收
集社情民意1200余条，解决各类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问题835件。

创新举措为民解难题

“您好，现在是红灯，请您在斑马线
后等待通过……”近日，在文安县城区
政通道红绿灯十字路口处，身着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挥动小旗，指
引行人按秩序通过路口。

为提升城市面貌，今年文安县开展
“环境卫生深度保洁示范街”和“文明交
通示范街”创建活动，将政通道、永定路

和商业街3条交通秩序差、环境卫生差、
经营秩序差的主干道和背街作为重点
进行示范街创建，打造垃圾不乱丢、车
辆不乱停、行人不乱走、商户不乱摆的
精品示范街，同时以此为引领，在整个
城区内开展文明交通治理、环境卫生整
治、机动车礼让行人等文明创建活动。

在城市环境治理上，文安建立巡查
收集、分类汇总、依法处置、宣传曝光的
综合治理格局，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比
如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广告乱贴乱画
难题，我们一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
面统一设置便民信息服务栏，满足群众
了解生产生活信息的需求。”文安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张霞说。

今年以来，文安县对交通违法行为
人实行学习交通法规、协助交警维护交
通秩序、违规交通行为朋友圈集赞、自
觉缴纳罚款“四选一”的处罚办法，同时

规划新建停车场4个，扩建2个，在城区
内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两侧重新施划
停车位995个，“停车难”问题有效缓解，
交通秩序显著改观。

实施民心工程惠民生

“你看这些黄瓜、豆角多新鲜，都是
我在这儿买的！以前买菜都得去小摊上，
不新鲜不说，还老怕缺斤短两。现在家门
口就有一个大菜市场，溜达5分钟就到，
别提多方便了！”在新建的文安县中心便
民市场，附近小区居民李娜笑呵呵地说
起生活中的新变化。

“菜篮子”虽小，却是关系民生的
“大工程”。为解决“买菜难”“卖菜难”问
题，文安县采取“建设+管理+引导”的工
作方法，先后在城区东部、西部、中部规
划建设了 3 个标准化便民市场，构建起
15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加强对便民市
场经营秩序、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的监
管，保障市民吃到“放心菜”。

“文明城市的创建，不仅仅要提升
外在环境，还要真真切切地提升群众幸
福感、满意度。”文安县文安镇党委书记
卢国峰说。

为提升群众居住环境，文安县对县
城区内 214 个生活小区内的公共设施、
环境绿化、物业管理方面内容进行提升
改造。组织全县88个县直机关单位与各
小区结成帮扶对子，构建起常态化创建
管理模式，解决小区环境脏乱、占绿毁
绿等问题。

如今走在文安县城内，到处可以看
到蕴含文安历史文化元素和创城精神
的创城吉祥物——“文文”“安安”的卡
通形象。随处可见的爱党爱国、志愿服
务、文明旅游等系列公益广告和公益动
画宣传片，正“点亮”着这座文明幸福的
城市。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
通讯员 王 莹 王璐雪

9月，走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蓝
天白云下，绿树掩映中，车辆井然有序、
行人文明有礼，独具特色的景观小品，
干净整洁的游园广场，随处可见的公益
广告、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城市的文
明气息无处不在，愈来愈浓。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内里，占道经
营的摊贩少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的志
愿者多了；乱丢垃圾等不文明现象少了，
崇德向善的“身边好人”多了……在大
厂，文明的涵义正在不断扩展延伸，成为
沁入百姓心中温暖的底色。

高点起步

2017年 5月 10日，大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启动大会隆重召开，一场全面、
全域、全民、常态化的文明城市创建
在176平方公里沃土上火热打响。

大厂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
委、县长任总指挥长的创建指挥
部，下设13个创建工作部，由分
管县领导牵头、相关部门为成
员单位，形成了“上下贯通、条
块结合”的组织体系。同时，对创
城工作实行全程目标化管理，对
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进行研
究部署，通过“周调度、月督导”，促
进创城重点工作全面落实。

他们依托县域媒体常态化舆论引
导，设立举报热线，开设曝光栏；设立户外
公益广告近5000处、建筑围挡公益广告4
万平方米；常态化开展“访社区、进万家、
解民忧、聚民意”入户走访……通过这些
活动的开展，提高城乡居民对创城工作的
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在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大厂创城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17
年，他们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河北省第一届“省级文明县
城”荣誉称号。2018年，被中央文明办授
予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荣
誉称号。2019 年，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第二
批）。此外，大厂还成功获评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卫生县城、全国双拥模范县。

创城惠民

“咱县城新铺的路可真漂亮！”“是
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对比明显，
骑车上班更安全了！”……最近，醒目的
红色热熔非机动车道亮相大厂各条主

街道路，为文明城市又添一抹亮色。这
是大厂完善交通设施建设的创新举措，
旨在打造文明交通示范路。

创城是方向，惠民是目的。大厂坚
持把“让群众得实惠、真受益”作为创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各族群
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导向，创
新思维方式，突出重点、补齐短板、整治
反弹、持续发力，县域整体环境面貌和
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该县为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打造
群众15分钟健身圈，投入950多万元用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场地建设和健身场地
设施上档升级。“家门口的小公园改造提
升了，新增了许多儿童游乐设施，每天吃
完饭孩子就拉着我们赶紧出来玩。”家住
福康馨苑小区的居民王谦高兴地说。

让百姓出门见绿，大厂深入实施绿
水互动，以道路、河渠、村庄绿化为重点

开展绿化提升行动，完成“引潮济鲍”和
主干渠清淤扩挖等工程，并沿河打造滨
河景观带；启动湿地公园建设，加快形成
道路、河渠绿带闭合，秀林、郊园竞美连
线，社区、村庄林木环绕的绿化格局。

完成城区62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铺设污水管网7.7公里，改造提升背街小
巷51条，施划停车位1万余个，新建环保
公厕27座，完成6个城中村的道路硬化、
空地绿化和沿街美化……一系列创建成
果的取得，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全民参与

天刚蒙蒙亮，大厂县城幸福路上，环
卫工人田淑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现在
乱扔垃圾的人少了，大家都很自觉，我来
回转了好几圈，也没看到多少垃圾。”田
淑萍感慨于市民文明程度的提高。

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不仅要
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要看市民素
质、文明风尚、精神状态、人文氛围。大
厂通过开展捡拾烟头有奖兑换、各种主
题的志愿服务、“身边好人”评选等活
动，引导鼓励市民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中来，形成“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投
身创建”的生动局面。

今年7月，大厂启动了捡拾烟头有奖

兑换活动，在城区 5 大超市设立了兑换
点，市民可将捡拾的烟头、动物粪便等兑
换成不同的生活用品，用“以奖促创”的方
式引导激励更多市民争做烟头捡拾员、卫
生监督员和文明创建监督员。目前，累计
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5万人次。

眼下，在大厂的大街小巷，处处活
跃的“红马甲”让人倍感温暖。尽管天气
较热，但每一个交通路口的志愿者都认
真坚守在岗位上，随着交通信号灯的变
换，他们手中的小红旗也随之变换着方
向，引导车辆行人有序通行。目前，大厂
志愿服务队伍发展到 325 个，注册志愿
者达5.1万人。

7 月 10 日，2018-2019 年度大厂回
族自治县“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
大厂文化中心举办。据统计，大厂已开
展 7 届“身边好人”评选活动，涌现出各
类好人 300 余名，多人荣获“中国好人”

“河北好人”“最美廊坊人”等国家和省
市荣誉称号。

志愿服务、爱心公益已经成为常
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好人好事不
绝于耳；无偿献血、慈善捐款等善行善
举一呼百应……如今，“我是大厂正能
量 争做文明大厂人”已经不仅仅是植
根于市民内心的道德操守，更是自觉外
化为实践的闪光力量。

文安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细微之处见真心 破解难题较真劲

大厂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创城，让群众得实惠真受益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
伟、贾可玉、周禹佳）近日，笔
者从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了解到，2020 年三河
市稳就业目标为新增就业岗
位 6000个，组织 3320人（次）
参加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
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截至目前，三河市已
新增就业岗位 5402 个，完成
全年任务的 90％；组织 5687
人（次）参加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 培 训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171％；失业率控制在1.78％。

三河市重点抓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该市拓宽

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今年共
招聘 600 名高校毕业生补充
到教育一线。在 2019 年组织
94 名见习人员的基础上，今
年将新增至少 100 人的就业
见习规模，并给予相应的就业
见习补贴。该市还计划安排
100人就业的公益性岗位，对
困难人员进行托底安置，确保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第一批
岗位计划已于9月1日到位。

着力支持有劳动力的贫
困人员就业。目前，三河市
16－60 周岁、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员共计448人，有就业
愿望的395人已实现就业，稳
定就业率达到94.6％，超过上
级规定的 60％，其中自主就
业 281 人，镇村安置就业 114
人。同时，三河市积极组织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拨付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资金466万元，着
力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
春娥 记者霍相博）9 月 4
日，由廊坊市商务局主办的
廊坊市出口转内销直播购物
节在安次经济开发区正式开
幕。活动中，近百家外贸及
电商企业负责人纷纷走进直
播间推销产品，进一步拓宽
销售渠道，同时让消费者、采
购商在“云端”感受廊坊优质
产品的魅力。

本次活动旨在加快推动
支持出口企业产品转内销政
策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
企业主体作用支持适销对路
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确
保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转。

活动吸引了涉及衣、食、住、
行、游多个行业的近百家外贸
及电商企业参加。各企业负
责人在活动中纷纷化身主播，
通过“云端”热情地介绍着自
己的产品。廊坊市商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张占更表示，
本次活动对廊坊市稳住外贸
主体、稳住全市外贸基本盘具
有重要意义，希望广大外贸企
业能够在活动中发挥好特色
优势，做好线上直播带货、线
下洽谈对接，更好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
形成内外贸联动发展、国际国
内经济双循环的良好局面，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
博）2020 年香河县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 9 月 16 日启
帷。大会由中共香河县委、香
河县人民政府主办，香河县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香河县
融媒体中心承办，将采用网
络大会的方式，打破时间和
地域限制，多角度、多点位、
多形式展示地方文旅特色，
满足旅游市场多元化需求。

此次大会主题为“运河
驿站 荷香香河”。香河县按
照“全景式打造、全季节体
验、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
与、全方位服务”的指导思
想，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发展
新模式、新途径，打造了一批
多产业融合的新产品、新业
态，推出了多条全域旅游精
品线路，加快推进北运河生
态文化项目、潮白河郊野公
园等重大项目建设，开展道

路改造等工程，进一步强化
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

据悉，本届大会将充分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
实施全程 8 小时“5G+多平
台”同步直播，打破文旅活动
时间和地域限制。同时将以

“旅游+”和“+旅游”为突破，
推进旅游与文化、影视等产
业跨界融合，满足游客的多
元化需求，以一个主题、三大
板块、五条主线、十个分会
场、十二位直播主持，多场
景、多点位展现香河魅力。

近年来，香河县紧紧抓
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的战略发展机
遇，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新格
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2020 年，香河全域旅游实现
高质量发展，成功获评河北
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

廊坊出口转内销
直播购物节启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门
丛硕、周禹佳）精彩绝伦的时
尚大秀、壮观悠扬的中华四
大古乐跨屏协奏……9 月 10
日晚，以“京南休闲谷，魅力
固安城”为主题的 2020 年固
安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暨2020（固安）中华古乐文化
艺术节在固安大湖超剧场开
幕。开幕当晚，线上线下观众
总体观看量超260万，阅读量
超5600万。

本次大会由中共固安县
委、固安县人民政府主办,旨
在构建文旅发展新格局、打
造文化旅游精品、提升景区
景点品质、做好文旅品牌营
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
良好市场环境等方面聚焦聚
力，积极打造和推出一批 A
级景区、省级旅游标准化精
品示范项目及一批旅游行业
知名品牌，增强行业服务质
量和整体竞争力。

温泉度假、渔具钓具、花
木产业、民间文化等传统优势
产业方兴未艾，知子营万亩梨
花、林城温泉小镇、南王起花

木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顺势
崛起，滨河文化健身体验园、
屈家营古乐会堂、农合果蔬基
地、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等
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日臻完
善，千川竞秀、枫林庄园等一
批优质项目蓄势待发，市民
活动中心、固安大剧院、大湖
公园、中央公园等一大批人
文景观朝气彰显……近年
来，固安县委、县政府聚焦

“京南都市休闲度假区”目
标，着力构建“全景打造、全
时供给、全业融合、全民共
享”的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
全力打造“绿城花乡、温泉康
养、休闲农庄、运动健康、文
化体验”五大旅游品牌，形成

“旅游+农业”“旅游+文化”
“旅游+运动”“旅游+康养”等
新业态，打造全景式观光体
验服务。截至目前，该县已建
成A级旅游景区7家，其中3A
级旅游景区5家，2A级旅游景
区2家；市级以上农业旅游示
范点 4家；省级旅游示范村 2
家；同时建设完成了 59 公里
旅游环线及“绿道花廊”。

2020年固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京南休闲谷 魅力固安城

香河举办2020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运河驿站 荷香香河

▲改造提升后的智能公园旧貌换新颜。 河北日报通讯员 何 赛摄
◀近日，在县城永安小区，居民正扫码分类投放垃圾。

河北日报通讯员 何 赛摄

近日，志愿者到老年公寓看望老人。 文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已新增就业岗位

5402个，组织5687

人（次）参加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