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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审批+监管+信用”闭环管理模式

邯郸：告知承诺制提速行政审批
目前已有300余家企业受益，全部在规定期限内履诺到位

（上接第一版）数不清的游客来到这里踏青、
春游。

最热的莫过于河湖广场，矗立在广场上
的巨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我爱石家庄”，其中
的“爱”字以“心”形图标替代。

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在这里拍照。随后，人
们的微信朋友圈里便出现了标语牌和附近的
映秀峰、揽秀塔。

但在十几年前，同样站在这里，石家庄市
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主任何三军看到的却
是黄沙四起、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偶尔路过
的人无不掩鼻。

今年54岁的何三军，小时候家住滹沱河
畔，他曾目睹那时滹沱河的美丽：河水清澈，鱼
翔浅底；两岸水草丰美、林木茂盛……一到夏
天，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伙伴们去河里摸鱼。

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石家庄的平
原大部分由滹沱河冲积而成。这条河曾滋养了
石家庄的农耕文明，给沿河两岸带来富饶。明
代诗人梁瑞霖在诗句中留下了滹沱河的风姿：

“一鞭晓色渡滹沱，芳草茸茸漫碧波。”
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丽的滹

沱河变得黯然失色：
——两岸的树几乎被砍光，绿色在渐渐

消失；
——上游来水减少，滹沱河平原区常年断

流，裸露的河床沙化严重，风一刮，沙尘弥漫；
——非法采砂的人，将河道挖得千疮百

孔、满目疮痍；
——河道成了排污河，臭味熏天，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堆积在河床上；
……
昔日秀美的河流，变成了一条满目狼藉的

垃圾带，成为石家庄市区的主要沙尘污染源。
21世纪初，石家庄市两会上，关于治理滹

沱河的议案、提案多了起来，代表、委员纷纷
呼吁：救救“母亲河”！

热切期盼中，2007年，滹沱河城区段16公
里综合整治工程率先启动。2017年开始，石家

庄市又对境内滹沱河全域实施了生态修复工
程，高标准打造水清岸绿风光美、和谐繁华产
业兴、特色彰显韵味浓、通畅亲水百姓乐的生
态河、产业河、文化河、民心河。

站在滹沱河畔，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
复工程前线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薛运田看
到：一台又一台机械、车辆来回穿梭，上万人
在河道里挥汗如雨。

遍布河道的垃圾被清走了，采砂留下的
大坑被填平了；两岸的绿色一点一点扩展着，
将荒芜吞没；水来了，滋润着干涸的河床，一
条大河迤逦向东，河面最宽处达260余米。

2020 年 10 月 1 日，当滹沱河生态修复一
期、二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向市民开放后，潮涌
而来的人们发现，几十年的生态疮疤不见了，
眼前呈现出一条秀美的大河。

大河湿地、百鸟家园、绿洲繁英、休闲田
园……滹沱河生态修复三期工程完工后，又
将为这条生态景观长廊增添新的魅力。

有水利专家评价：从治理范围面积、生态
治理标准等来看，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
工程在我国北方城市河流的治理中名列前
茅。这项工程给石家庄带来了我国北方少有
的城市河流。

“母亲河”再次成为石家庄的生态屏障，
护佑着这方热土。

“鸟越来越多了。”石家庄摄影爱好者梁
玉龙用镜头记录着滹沱河治理带来的生态变
化。滹沱河生态补水以来，300多种鸟类出现
在他的照片中，甚至还有珍稀的震旦鸦雀、赤
嘴潜鸭。

一种久久为功的精神

有人看到了现在滹沱河的美，也有人看
到了治理滹沱河的难。

“总投资近200亿元，这么多钱从哪来？”
“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完工后，用水需求

巨大，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滹沱河两岸都是沙质土壤，种草、种树

都很难，绿化怎么弄？”
……
前来参观的同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

题。的确，哪个问题都事关成败。
但最受关注的问题是，从2007年算起，石

家庄滹沱河生态治理已持续了15年。这期间，
有些部门的领导已换了好几茬。靠什么做到
治河不止、一任接着一任干？

15年前，薛运田正值年富力强。如今，站
在记者面前的他已鬓染霜白，到了退休年纪。
他全程参与了石家庄滹沱河生态治理，清楚
地记得每一个节点。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经
常像潮水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涌现。

2012年当滹沱河城区段16公里全线蓄水
时，薛运田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果说这16公里河道的综合整治是还生
态欠账的话，那么2017年开始的全长109公里
的滹沱河全域生态修复工程，则把目标对准
了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美丽河流。

于是，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更加重视生
态功能：绿地面积和水面面积都大幅增加，以
水带绿，以绿养水；更加突出景观效果，明曦
湖公园、滹沱花海、周汉河湿地……一个个标
志性景观节点出现在滹沱河沿岸，形成一条
美不胜收的生态景观长廊。

15 年来，关于滹沱河生态修复的各种规
划、方案等纸张摞起来，足有一人多高。石家庄
市发改、规划、自然资源、财政、水利、园林等部
门，始终把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列为重大民生
工程，为工程建设开绿灯，确保满足工程要求。

治河15年，用时间雕琢精品，那些滹沱河
生态治理的决策者、规划者、建设者……无不
倾注了全部心血。接力棒，就这样一任一任传
下去。

“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薛运田说，
时代发展了，人们的观念也在变，绿水青山已
经成为幸福生活的必需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正因如此，他们想方设法解决了资金紧

张难题。石家庄市领导多次表态：宁可在其他
方面少花一点，也要保证滹沱河生态修复工
程的需要。他们还引进社会资本、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多渠道、多
元化解决了资金难题。

正因如此，他们攻坚克难解决了两岸绿
化难题。在滹沱河两岸的沙质土壤上种活一
片美丽的花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
石家庄市园林局在滹沱河沿岸开辟试验田，
研究土壤改良，寻找适合种植的树种和花草。

正因如此，他们解决了水源缺口、征迁、
污染企业取缔等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这场关于生态文明的考试面前，谁都
没有退缩，15年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汇聚成
磅礴力量，才有了如今的滹沱河巨变。

看看那潮涌而来的游人以及人们欣喜的
神情吧，毫无疑问，石家庄考了一个好成绩。

一条呼之欲出的高端产业经济带

随着通水，滹沱河两岸发生了很多新鲜事。
在正定，因缺水消失了多年的水稻又回

来了。2020年10月底，站在稻田里，看着金黄
的水稻，闻着久违的稻香，周家庄村党支部书
记张宁宁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在无极，干了近30年皮革生意的邱创民
正经历着破茧重生。他的企业离滹沱河大堤
只有200米，环保门槛越来越高，转行就成了
他的新选择。

……
滹沱河绿了两岸，也让绿色发展成为很

多故事的新主题，让生态优先的理念更深入
人心。

几年前，石家庄市狠下决心，伸向滹沱河
的10个排污口被彻底管住了。这曾是个多年
无法根治的老大难问题。

“首先是截污，不让污水排入河道。再就
是污染企业进园区，由园区污水处理厂对污
水进行处理，达标的中水才能排入河道。”石
家庄市水政监察支队支队长康文忠说，在环

保的倒逼下，企业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溪流中有浅滩，绿洲里有桑田。”石家庄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未来的滹沱河
两岸，将把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观光
型农业，把农业变成“美丽经济”。

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正在规划建设滹沱
河高效观光产业园。产业园涉及藁城、晋州、
无极、深泽4个县（市、区）11个乡镇61个村，
耕地91873亩。未来，这里将成为河北省都市
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样板。

在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李岚眼里，滹沱河两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滹沱河石家庄段，自西向东涉及平山、灵
寿、鹿泉、新华、正定、长安、藁城、无极、晋州、
深泽等10个县（市、区）。沿河两岸，分布着河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藁城经济开发
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和主城区的新华区、
长安区，未来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李岚说，不管是英国泰晤士河地区、德国
莱茵河鲁尔地区，还是我国上海黄浦江两岸、
杭州西湖周边等地，其发展历程都证明，沿河
经济充满活力，是高端产业的重要支撑。

据了解，滹沱河通水后，与沿岸各县（市、
区）洽谈项目的企业明显变多了，其中不乏慕
名前来的世界500强企业。他们看中的是滹沱
河的美丽生态和滹沱河带来的新发展空间。

李岚目前正在参与编制滹沱河经济带的
产业发展规划，尽管这一规划尚未定稿，但可
以明确的是：坚决禁止污染企业进入，优先发
展数字经济、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
等高端产业。

这里，将出现一个充满希望的滹沱河高
端产业经济带。

这场考试仍在继续。薛运田说，滹沱河两
岸的生态维护、产业聚集对这条河未来的命
运至关重要，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大意。

滹沱河一路东流，在下游宽阔处，势如大
江，浩荡而去。这也昭示着，河流护佑着的这
片土地上，绿色发展之路将越走越宽！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剑英 通讯员
赵振丰）“原本需要提交6项材料，通过
书面承诺，只需提供3项核心材料，其他
3项材料以承诺书代替后，当场领到了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近日，邯郸市庚祥
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少庚在一份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书上郑重签名盖章。

去年9月以来，邯郸在全省率先探
索推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按照

“证照分离”改革要求，结合市县两级
行政审批与监督管理分离的改革现
状，今年 3 月该市出台了《行政审批告
知承诺制管理暂行办法》，涵盖了建设、
人防、人力资源、交通运输等14个行业
的 27 项涉企经营事项，使企业提交的
申请材料大幅减少，开展经营活动的时
间大大提前。以印刷经营许可事项为
例，该市行政审批部门在正常审批情况

下办结时限为30个工作日，需提交7项
材料，通过告知承诺，企业仅需提交 3
项材料，作出承诺即可提前近一个月开
展经营活动，“材料承诺率”达 57.1%。
其他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材料承诺
率”均在 40%以上，且所有审批前的现
场核查勘验环节一律取消。截至目
前，邯郸市已有 300 余家建筑、拍卖等
行业企业受益。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放管服”改革
协调处处长郑杰介绍，告知承诺制就是
按照“把住底线、快速审批、批后严管、
信用惩戒”的原则，由行政审批部门一
次性告知具体事项的审批条件、申请材
料及违反承诺的后果，申请人以书面形
式承诺其符合审批条件并承担违反承
诺的相应后果，审批部门当场作出准予
行政审批决定，业务监管部门进行审批

后核查的方式。
审批部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

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相关业务监
管部门，业务监管部门应在2个月内完
成对被审批人履诺情况的核查。发现
被审批人存在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
情形后，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
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须及时告
知审批部门撤销审批决定，并视情形
予以行政处罚。如果被审批人未在告
知承诺书期限内提交符合规定的材
料，或监管部门告知审批部门应撤销
审批决定的，审批部门将撤销行政审
批决定并将被审批人失信信息推送至

“信用中国”平台。
申请人不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审

批部门则按一般程序实施行政审批。
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

环境保护和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以及依法应当当场作出行政审
批决定的事项，不实行告知承诺审批。
对于申请人在“信用中国”平台存在违
法失信记录、被列入“黑名单”、曾作出
不实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或实施行政
处罚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

“通过构建‘审批+监管+信用’闭环
管理模式，实现了市场主体宽进严管。”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局长白长俊表示，告
知承诺制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通过信用
惩戒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了
市场主体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促进了
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目前，300 余
家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办结审批事项的
企业，全部在规定期限内履诺到位。

李保国逝世5周年之际，我省太行山区干部群众举行
纪念活动学习传承李保国精神——

青 山 绿 岭 忆 保 国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经

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
预警中心与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省环境气象中心联合会商，
预计4月中旬高空以经向环流
为主，我省受冷暖气流交替影
响，整体风力较大，湿度低，扩
散条件较好，受大风影响部分
时段可能出现扬沙和浮尘天
气。其中，4 月 12 日和 20 日，在
冷空气间歇期，地面转为弱东
南风，中部沿山城市受山前辐
合影响，地面湿度有所升高，可
能出现轻度和短时中度污染过
程；15 至 17 日，受可能的焚风
影响，中南部和东部部分城市
气温抬升较为明显，可能出现

较明显的臭氧轻度污染过程。
4月11日，地面为较强南风

控制，我省大部空气质量以良为
主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臭 氧 和
PM10。12日，我省张家口、承德、
秦皇岛受弱东北风和可能的降
水过程影响，空气质量转为优
良，其他城市地面风力弱，湿度
高，以轻度污染为主，石家庄、保
定、廊坊可能出现短时中度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和臭
氧。13日至19日，受南北风交替
影响，风力较大，湿度较低，扩散
条件整体转好，我省大部优良，
期间15日至17日温度抬升，中
南部可能出现臭氧轻度污染，首
要污染物为臭氧和PM10。

4月中旬全省空气质量
预报会商结果公布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
刘航、刘国立）春风又绿太行山，缅怀
保国寄哀思。4月10日是李保国教授逝
世5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在临城、内丘
等李保国生前服务奉献的太行山区，
广大干部群众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
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
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批示，学习李保
国事迹，弘扬李保国精神。

9日，临城县在绿岭核桃小镇举办
李保国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该县党员
干部群众与李保国教授的爱人、河北农
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一起向李
保国塑像敬献花篮，并参观李保国科技
馆。郭素萍老师及李保国生前的同事、
学生，李保国科技兴农服务队队员们还
参加了纪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民
楷模”李保国同志逝世5周年座谈会。

李保国教授生前扎根太行山，把生

态治理和群众脱贫作为毕生追求，让
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
致富。绿岭之上，春意盎然。李保国生前
种植的核桃树嫩芽吐绿，郭素萍又一次
来到核桃地里指导果农，“一定要严格
按照标准进行拉枝，果树不等人，不要
耽搁了核桃树的最佳管理期。”

“目前，我们团队成员有治山、经济
林、果树、植保、食品加工等方面专家教
授，专家成员会根据林农需要不断扩大
力量。5年来，服务队先后去过十几个
省份开展果树种植培训，服务果农万余
人次。”李保国教授的学生、李保国科技
兴农服务队队长贾志华说，“李保国老
师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
中。他就像一粒种子，扎根在巍巍太行，
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近年来，临城县广大党员干部和
教育、科技工作者践行李保国精神，用

科技力量让山变绿、人变富、村变美，
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接续发
展。“在李保国教授生前‘战斗’的地
方，我们要以李保国精神为引领，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自
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邢台市委常委、
临城县委书记宋向党说。

5年来，从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升级到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临城县绿岭公司被评为全
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
营企业。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公司
董事长高胜福说，这都得益于李保国
老师的艰苦付出，他生前的“绿岭梦
想”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岗底人自己创作了一首歌，
今天把这首歌献给您。”日前，在内丘县
岗底村凤凰岭，岗底村村民自发组织起

来，来到李保国教授墓前举行缅怀活动，
他们唱着《我有一支歌》，以岗底人对美
好生活的真情流露，表达感恩之情。

经过李保国的科技帮扶，当年人
均收入不足80元的穷岗底已变成人均
收入4.5万元的富裕村。“日子成了歌，
唱给咱最亲的人儿；踏上了小康路，感
谢党的恩；一支心中的歌，唱成了圆梦
的曲儿……”手捧一束菊花，岗底村党
总支书记杨双牛在李保国墓前热泪盈
眶：“你在岗底村20年，为咱老百姓带
来了幸福，大家过上了好生活，您是岗
底的恩人。”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内丘县以
178平方公里生态大花园建设为依托，
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做好太行山区生
态发展。杨双牛说，岗底人一定把李老
师生前设计的生态大花园建设好，在
实施全面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带动更多
人过上幸福生活，把日子过成“歌”。

10 日，位于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
村的专家纪念园内气氛肃穆，红石板地
面被洒扫干净……区委组织部、区委党
校（李保国干部学院）及前南峪村群众
代表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据了解，信
都区已将学习弘扬李保国精神纳入今
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围绕学
习和宣传李保国精神开展一系列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河北省
消费维权情况。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39458 件，其中商品类投
诉25431件，占投诉总量的64.45%；服务
类投诉14025件，占投诉总量的35.54%。

商品类投诉前三位的分别是：一般

食品6461件，主要是肉及肉制品、蔬菜、
烘焙食品等；服装、鞋帽 2705 件，主要
是外衣、鞋、裤子等；交通工具2612件，
主要是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助
力车等。

服务类投诉前三位的分别是：餐饮
和住宿服务2003件；美容美发洗浴1677

件；文化娱乐体育1405件。
投诉的主要问题为：合同类 8050

件，占投诉总数的20.4%，主要为利用预
付费形式侵害消费者权益、经营者拒不
履行合同约定或承诺的侵权行为。售后
服务类7353 件，占投诉总数的18.64%，
主要为不履行国家规定的三包义务，无

故拖延、不履行明示或与消费者约定的
三包义务。质量类7316件，占投诉总数
的18.54%，主要为产品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不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不符合以说明书、实物
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等。

第一季度，全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2994件，解决2464件，投诉解
决率 82.3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30 万元。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各
类案件 3851 件，涉案货值合计 1300.44
万元，罚没款合计4974.53万元，移送公
安机关6件。

一季度

全省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0万元

4月9日，在正定博物馆，书画爱好者在参观《正定胜迹图》画
卷。当日，“巨变、自豪、古城新颜——《正定胜迹图》画卷面世暨
古城保护二十四项工程诗书画展”在正定博物馆举行。一幅长
15.5米、宽68厘米的《正定胜迹图》画卷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书
画爱好者观展。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
4月1日至10日，“相约北京”冰
上项目测试活动在北京举行。
省工信厅积极参与这次冬奥

“模考”，组织张家口、承德、保
定、廊坊无线电保障力量，开展
环京区域无线电保护性监测和
执法检查，为测试活动营造绿
色电磁环境。

河北区域无线电管控对冬
奥无线电安全尤为重要。省工
信厅除肩负张家口赛区无线电
安全保障任务外，环京区域电
磁环境也是保障重点之一。为
做好“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
活动期间环京区域无线电保障
工作，省工信厅组织北京周边
我省相关设区市无线电管理
局，安排专门应急监测值守，利
用固定站重点对调频广播、民
航地空通信、电视等频段开展

保护性监测，及时研判干扰隐
患，净化电磁环境。同时，做好
人员、监测车辆、仪器设备等保
障力量准备，确保随时应急出
动。保障期间，全省共启动环京
固定监测站25座，出动移动监
测车16辆次，出动技术和执法
人员 50 人次，累计监测时长
3000 余小时，分析信号 80 多
个，查获“黑广播”案件7起。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
活动结束后，省工信厅冬奥保
障团队将及时对此次测试活动
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进行阶段
性总结，结合2月份张家口赛区
测试活动期间的工作，进行综
合比对分析，全面总结保障经
验，及时发现问题，深入推进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决战决胜
关键时期无线电安全保障各项
工作。

为“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营造绿色电磁环境

我省开展环京区域
无线电保护性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