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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4月8
日，全省党委政法委系统教育整顿
查纠整改工作安排部署会召开。会
议传达了全国、全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有关会议精神，总结通报全省
党委政法委系统教育整顿学习教育
环节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查纠整改
环节工作，推动教育整顿继续走向
深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
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法委加
强统筹、周密组织、扎实推进，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要总结经验，增强扎
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要强化创新理论武装，
筑牢忠诚根基，认真开展总结评估，
进一步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治教
育、英模教育、警示教育，巩固提升
学习教育环节成果。

会议要求，要坚持系统观念和
标本兼治，严格把握政策，勇于较真
碰硬，强化思想发动、政策运用、自
查自纠、线索核查，加大查纠整改力
度，有效解决突出问题。各级党委
政法委要主动接受同级党委和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的领导，认真接受中
央第二督导组的督导和省指导组的
指导，迅速安排部署查纠整改工作，
为同级政法单位作出表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
近日，在向市县、农村加强科技特派
员选派的基础上，省科技厅印发通
知，启动476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
43个科技特派员工作室建设。

在乡镇（街道）政府和科技园区
设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知要
求，相关乡镇（街道）政府、园区管委
会要发挥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全省
科技工作在基层的最后一个节点”
的重要作用，安排热爱科技工作、熟
悉科技政策、有科技成果转化和推
广工作经验的人员专职或兼职参与
工作站工作，鼓励乡镇（街道）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在工作
任务方面，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要
根据省、市、县科技创新工作部署，
抓好相关科技工作在本地的推进落
实。发挥乡镇科技特派员和企业科
技专干作用，加强与服务本地的科

技特派员和当地企业、农业合作社
等单位的联系沟通，配合科技特派
员做好科技政策宣讲、企业科技需
求征集、产学研合作对接等活动，为
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做好保障。

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技特
派员工作室。通知要求，各科技特
派员工作室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统筹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创新
成果、创新平台等科技资源，以科技
特派员为纽带，加快先进适用科技
成果在区域产业和企业中的转化应
用。要加强与本单位科技特派员的
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工作进展，协调
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科技特
派员外出服务提供支持。要加强管
理创新，为促进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服务产业探索和创造更多经验。

据悉，省科技厅对每家新建的
工作站和工作室给予 5 万元经费
补助。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吕培 记
者赵红梅）近日，河北省推进华北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对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县（市、区）
2020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
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根据通报，张家口市、邢台市、
沧州市、保定市为好的等次，石家庄
市、衡水市、廊坊市、唐山市、邯郸
市、秦皇岛市、雄安新区为较好等
次；有 52个县（市、区）为好的等次，
57个县（市、区）为较好等次，18个县
为合格等次。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也是加快推进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关键之年。通
报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实行党政首长负责制，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对地下水超采治理负总
责，谋划、组织、推进各项治理措施
落实，紧盯农业节水、引足用好外调
水、水源置换、取水井关停等工作重
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和措施，建
立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层层传导责
任和压力，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
完成。

津南农民起义是共产党在北方
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起义。1925 年
秋，张隐韬受党的派遣以帮助国民军
攻打天津为由回家乡津南地区创建
武装。12月，张隐韬在泊镇组织津南
农民自卫军500人举行武装起义，宣

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张隐韬任
司令员兼党代表。在“驱逐帝国主
义，铲除封建主义，实行共产主义”

政治纲领的指导下，农民自卫军先后
攻占南皮、庆云等县城，很快发展到
1200 多人，并发表《农民自卫军宣
言》，震动全国。在国民军“排除异己”
的镇压下，1926年2月5日，张隐韬被
俘英勇就义，津南农民起义失败。

张隐韬（1902-1926），原名张宝
驹，又名张仁超，河北省南皮县人。
1921 年 11 月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北方劳动
组合书记部成员。1922年初，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参加领导了长辛店
铁路工人大罢工、唐山五矿同盟大
罢工、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
路工人总罢工。在罢工中负责组织、
指挥工人纠察队。1924 年 3 月受北
方党组织的派遣投考黄埔军校，成
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了东征平定广
州商团叛乱、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
的战斗。1925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受
党的派遣到河南国民军二军做兵运
工作，被委任二军四旅副旅长。在军
队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25年 12月，在沧州泊镇召开群众
大会，宣布武装起义，组建津南农民

自卫军，任农民自卫军司令员兼党
代表。以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
为根据地，与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
部队进行斗争，队伍很快发展到
1200多人。1926年 1月，在转移杨柳
青的途中，于南皮县遭国民二军骑
兵大队拦击被俘，1926年2月5日在
盐山县旧县镇英勇就义。

全省党委政法委系统教育整顿查纠整改
工作安排部署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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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通报2020年度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成效考核结果

张家口市、邢台市、沧州市、保定市为好的等次

津南农民起义

河北党史百年百事（6）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河北日报社主办

张隐韬：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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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隐韬。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近日，
省发改委、省邮政管理局等 8 部门印
发《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若干
措施》提出，到2025年底，快递包装基
本实现绿色转型，快递包装生产、使
用、回收、处置全链条治理长效机制
形成，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进行二
次包装，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塑料
胶带以及塑料一次性编织袋不再使
用，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50
万个，包装减量和绿色循环的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快递
网点包装物可回收装置基本实现全
覆盖。

措施要求，推进法规和标准体系
建 设 。 适 时 修 订《河 北 省 邮 政 条
例》，将快递包装使用行为责任和邮
政行业生态环保相关内容纳入地方
性法规规范范畴，制定并严格落实邮
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标
准规范，推动制定与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相配套的绿色快递包装地方标
准。加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
工作。

在强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方面，
措施提出，推进快递包装材料源头减
量，加大快递行业塑料污染治理力
度。推广应用“瘦身胶带”、可降解胶

带、免胶带纸箱和低克重高强度快递
包装纸箱。提升快递包装产品规范
化水平，推动快递包装产品实现标准
化、系列化和模组化，提高与寄递物
匹配度。减少电商快件二次包装，积
极发展包装定制化、仓配一体化、运
输标准化服务。

措施要求，加强电商和快递规范
管理。严格快递操作规范，鼓励快递
企业制定高于行业规范的企业操作
规范，严格执行末端网点分拣、投递
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完善快递收
寄管理，推动快递企业将包装减量
化、绿色化等要求纳入收件服务协
议。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动快递
企业建立绿色采购制度，优先采购使
用经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

产品。
在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方

面，措施提出，支持快递企业、事业单
位和科研机构开展工业品生态（绿
色）设计，推动企业研发、生产适用于
不同快递包装品类的绿色包装，发布
绿色设计快递包装产品名录，提高绿
色设计水平。创新和丰富可循环快
递包装的回收方式，加大智能回收终
端设施投放力度，稳步提升回收率。
规划建设一批快递共配终端和可循
环快递包装回收设施。

措施提出，加强快递包装回收，
开展绿色快递“进校园”“进社区”专
项行动。每年新增 1000 个设置标准
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的快递企业末
端网点、营业场所、分拨中心。

省8部门印发《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若干措施》

2025年底快递包装基本实现绿色转型
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

再进行二次包装，不

可降解塑料包装袋等

不再使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按照
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分工和市场监
管总局安排部署，为进一步推动各
项价费政策落地，4月6日，省市场监
管局决定开展“治理涉企收费，减轻
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聚焦社会和企业反映
强烈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集中
力量抽查检查行政事业单位、中介
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交通物流、水
电气暖公用事业企业和商业银行等
收费领域，大力查处涉企违规收费
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费。重点
关注城市道路占用费、不动产登记
费和电子政务平台收费等领域的收
费行为，依法查处不按规定标准收
费，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不执
行收费减免优惠政策收费，行政机
关将职权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

为有偿进行收费或转移到其他单位
进行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中介机构收费。以检查为手段
推动各类中介机构公开服务内容和
收费标准，重点对具有一定行政资
源和垄断性的中介机构开展检查，
主动联合行政审批、自然资源（规
划）、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水
利、民政等行业主管部门深入调研
摸底，重点规范行政机关指定或推
荐中介服务机构、将其自身应承担
的中介服务费用转嫁给企业，中介
机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以及在行政
审批、补贴申领等过程中既充当“裁
判员”又充当“辅导员”收取不合理
费用等行为。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主动与民
政部门对接，摸清本级行业协会商
会底数，联合开展抽查检查，形成监
管合力。重点对具有法定职责、承

担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职能、与政
府部门尚未脱钩的行业协会进行抽
查，严厉查处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
规收费，借助行政权力搭车收费，以
及将政府部门委托事项的费用转嫁
给企业承担等行为。

交通物流领域收费。重点查处
机场、铁路领域不执行政府定价、指
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对明令取
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以及价格
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秦皇岛、
唐山和沧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要落实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
门关于印发〈河北省清理规范海运
口岸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关注海运价格动态，加强海运口岸
收费监管，督促港口服务企业严格
执行价格法律法规，依法查处船代、
货代、堆场、报关等中介机构和港
口、检验检疫环节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收费。重

点加强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
装、验收接入、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
监管，指导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
全面落实价格收费公示制度，督促
停止收取国家和省明令取消的收费
项目，着力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
政府指导价、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违
法违规行为。

商业银行收费。对商业银行分
支机构进行抽查检查，重点查处商
业银行中间业务强制服务、只收费
不服务或少服务，利用贷款优势地
位转嫁抵押登记费、押品评估费，不
落实国家及总行层面规定的中小微
企业优惠政策等行为。检查过程中
要推动商业银行落实主体责任，指
导商业银行自查自纠、退费整改，主
动为企业融资减轻负担。

聚焦六个重点领域 推动价费政策落地

我省开展治理涉企收费专项行动

近日，在文安经济开发区智能装备产业园，河北鲲运塑料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工人利用塑料包装
成型机生产乳制品包装。近年来，文安县不断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级，加快实施一批环保节能
和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支持鼓励企业建立自主研发团队，设立研发中心，打造环保节能设备和新材料产业
基地。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我省调整部分环保行业
用电支持政策执行时间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日前，省
发改委印发《关于明确部分环保行业用
电支持政策执行时间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进一
步降低环保行业用电成本，省发改委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
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
规〔2018〕943号）要求，决定对我省部分
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执行时间作出
调整。

2025年底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
污水处理企业用电、电动汽车集中式充
换电设施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
水淡化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执行
时间调整为2018年6月21日。

省发改委明确，由执行时间调整产
生的退还电费，相关用电企业无需申请
均可获得。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冀
北电力有限公司要与退费企业一对一对
接，认真组织落实，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前完成退费工作。各市发展改革委要积
极解读政策，督促指导电力部门将电价
支持政策执行到位。

（上接第一版）又有现实启发性，为我
们准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历史，深刻理解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易，更好地感悟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具有
启迪教育意义。大家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
政治站位，高标准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努力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中更
好地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为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智

慧和力量。
梁田庚主持会议，孙瑞彬、葛会

波、卢晓光、边发吉、徐建培、苏银增、
常丽虹和陈书增出席会议。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省
市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和部分政
协委员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
会议。

“模范县”铺展时代新画卷

专题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

（上接第一版）
“以前路不好走，来一趟翻山越

岭好几个小时，热情都在路上消磨掉
了。”说到路，高宗雯打开了话匣子：5
年前她刚参加工作时，这里有10个讲
解员，参观的人少，工作量小，讲解员
们还承担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自打
太行山高速公路通车，我们这就热闹
起来了。离高速口不到10公里，全国
各地的人都来参观，14 个讲解员，几
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儿。”

高速公路开通后，来纪念馆参
观的人数从以前的每年 20 万人次
增加到 30 万人次。“来的人多了，对
讲解员业务要求更高了，从谈吐到
站姿再到知识储备都在提升。”变化

无处不在，高宗雯指着纪念馆前新
修的停车场说，370 多个车位停车很
方便。

提升的不仅仅是纪念馆，高速公
路的修建，也让乡亲们的生活发生了
巨大变化。

“我儿子在涿州，原先回来一趟
4 个多小时，只有放长假才能来住几
天，现在 1 个半小时就到家了。”高速
修到家门口，陈先田家里的团聚时
刻越来越多。出门在外，最牵挂父
母的健康，陈先田的儿子算了一下，
20 分钟到阜平、1 个多小时到石家

庄、不到 2 个小时到保定，老人看病
方便多了。

不仅方便了生活，也富裕了日
子。30万人次的参观者，在城南庄村
委会副主任陶连石看来，是一笔巨大
的财富：“喝瓶水，就是5毛钱收入；10
块钱吃碗面，能有 4 块钱盈利；住一
晚，挣得更多。更不要说，参观的人
们采摘点葡萄、苹果、梨，返程的时候
捎带上大枣、板栗等土特产。”

以前漫山遍野的柿子都没人摘，
啪嗒啪嗒往地上掉。高速一通，游客
们一麻袋一麻袋地往车里装。让城

南庄村民想不到的是，山门一开，无
人问津的山货都成了抢手货，卖出了
好价钱。

跟参观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村民
们也变得时尚起来。卖花椒、核桃的
大娘，在摊子旁竖着二维码收款，“吃
着好直接下单，我给您发快递”；山花
一开，蜂农们搞起了直播。

太行山高速不仅富裕了老区百
姓，也是一条红线，串起了阜平众多
的革命纪念地，丰富了参观者们的行
程。“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史家寨
晋察冀边区机关旧址、马兰村……一
路走来边看边学习，收获满满。”一位
北京来的游客告诉记者，这一趟不虚
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