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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雄安新区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 91.0%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从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
获悉，雄安新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和党史学习教育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创新学习
方式，活用红色资源，办好民生实事，用“三个课堂”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凝聚起保障雄安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用好“理论研学课堂”，提升学习质效。坚持线上、
线下，自学、集体学相结合，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党员干
部党性修养。注重原汁原味学，创新学习载体，组织开
展“党群微课堂”，将党史列为首学内容，鼓励青年党员
交流发言，学思践悟。建立党史与理论学习兴趣小组，
围绕作风大会讲话、《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塞罕坝精神
等，开展理论研讨会。依托“雄安党建”APP，开设党史
学习专栏，组织开展党史、《河北雄安新区条例》知识竞
赛，近2万名党员参与。目前，“雄安党建”APP已覆盖
新区和三县5.1万名党员，党史学习教育“触角”进一步
向基层一线延伸。

用好“实景融入课堂”，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资
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充分开展实景式课
堂活动，从中赓续红色血脉。组织三县、新区各部门党
组织利用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遗
址，开展主题党日、入党宣誓等活动，从红色江山中汲
取精神力量。

用好“民生实践课堂”，促进学史力行。结合容
东回迁安置，深入开展“真情服务暖民心、回迁一线
党旗红”活动。加强统筹指导、分析研判，将 125 名
整体征迁村“两委”干部充实到小区楼院长、楼门长
岗位，发挥他们熟悉社情村情、工作经验丰富等优
势，实现为民服务“无缝衔接”。组织成立党员志愿
服务队，做好回迁群众现场摇号、交房验收等重点工
作，实现“保姆式”“一条龙”服务。组织开展“察民
情、解民意、排民忧、安民心”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打通民生“堵点”。扎实推进 20 项
民生工程和 10 件民生实事，组织三县妇联开展“河
北福嫂 燕赵家政”宣讲活动，积极扩展妇女群体就
业面。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从雄
安海关获悉，1-10 月，雄安新区进
出 口 总 值 1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1.0%。其中，出口 11.1 亿元，增长
64.7%；进口4.6亿元，增长212.7%。

雄安海关成立以来，聚焦新区
实现“新形象、新功能、新产业、新人
才、新机制”的五新目标，强化监管、
优化服务，全力支持外贸新业态在
新区落地，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新区
外向型经济增长。在服务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方面，雄安海关与新区
管委会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共同梳
理北京投资来源企业注册名单与北
京企业注册名单，对其中已在海关
备案的企业，逐一进行调研，了解企
业经营、政策需求等情况，有针对性
地进行政策宣讲，帮助企业尽快掌
握相关业务流程。

雄安海关密切关注新区外贸新

业态发展，大力支持跨境电商业务
发展。面向新区有关部门和进出口
企业组织开展4场跨境电子商务业
务培训会。畅通与新区自贸委等相
关部门沟通渠道，持续释放政策红
利，支持大型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的
引入，与产业园企业做好对接，指导
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按规范设立，按
标准运营。日前，河北雄安跨境电商
监管中心通过验收，并颁发注册登
记证书，为新区开展跨境电商直购
出口业务搭建了平台。

据介绍，雄安海关将始终坚持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新区建设发展，
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智能边境
建设、智享联通建设，将雄安数字城
市体系理念融入雄安新区外向型经
济发展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雄
安新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贡
献海关力量。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从雄安新
区党群工作部获悉，雄安新区探索将党
建联建纳入参建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把
党建引领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到
实处，实现党建全覆盖、助力新区建设、
赋能企业发展、回应群众期盼四方共赢，
以“小切口”做好“大文章”。

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开发建设同步推
进的重要阶段，驻区参建央企、国企100
余家，高峰时期20多万建设者24小时昼
夜奋战，累计完成投资3000多亿元。

打造“党建增信”新机制。雄安新

区日前印发实施《雄安新区施工总承包
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将党建联建
纳入参建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明确企企
联建、村企联建等5项信用加分项，评分
以新区企事业和两新组织综合党委定
期考核通报结果为依据，信用评价结果
作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日常监管、评
优评先等的重要参考依据。通过创造
性打造“党建增信”机制，将党建融入企
业经营发展，激发企业与企业、企业与
农村开展党建联建活动内生动力，把党
组织战斗堡垒建在项目攻坚一线、服务
民生一线。

汇聚企企联建“大合力”。针对在建
项目多、施工主体交叉作业、沟通协调不
畅等问题，依托雄安集团党委党建互联
共建平台，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协调122
个成建制参建企业党组织和 57 个临时
党支部，定期讨论项目建设重大事项，协
调解决困难，推动“工地处处党旗红”。
聚焦安全质量、科技创新等项目建设关
键要素，通过开展联合党建，建立良好沟
通协调和统筹推进机制，高效解决了工
程建设中一系列难题，取得了“1+1>2”
的显著成效。目前，100 余家企业合力
推动容东片区等 177 个重点项目加快

落地。
实现村企共建“双赋能”。动员驻区

企业党组织和农村广泛互联共建，有效
整合党建资源，共用党建活动阵地。引
导村党组织主动服务，帮助解决企业用
工、水电保障、周转用地以及矛盾化解
等。发挥驻区企业技术、信息、人才等优
势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村庄规划设计、集
体经济发展、远程诊疗等支持，开展结对
帮困、就业帮扶、爱心捐助等活动，累计
完成“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项目 3000
余件。目前，新区已有41个村与49家驻
区企业开展联建活动。

打造“党建增信”新机制 汇聚企企联建“大合力”

雄安新区将党建联建纳入参建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雄县：农村厕改基本实现全覆盖
——雄安新区“为民办实事 增强获得感”（1）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厕所虽小，却折射了大民生。硬件
设施的改善、文明如厕和卫生意识行为
的形成，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事儿，也是关
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厕所的事儿并
不小。

自 2020 年开始，雄县将生态文明建
设与美丽乡村打造相结合，响应中央、省
关于农村厕所革命的号召，推动农村厕
所革命，当年完成农村厕所改造 23121
座。今年，该县已全部完成省核农村户
厕改造任务，其中农村户厕改造完成
59690座，占任务的100.68%；完成公共厕
所建设 193 座，占任务的 126.97%，全县
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改掉固有陋习，清除厕所
革命的内在障碍

11月18日10时许，冬日的暖阳让人
感到舒适惬意。雄县朱各庄镇胡家台村
55 岁的许女士拄着拐杖在屋里隔着窗
户晒太阳，得过脑血栓的她留下了一点
后遗症，腿脚不灵便，基本不出门。新改
建的水冲式厕所就在屋里，即使没人照
顾，自己也能去厕所。

她家是近几年盖的二层楼，原本也
在房里建了厕所。刚开始，只是用来储
物，一年多前，许女士得了脑血栓，为了
方便使用，厕所也启用了，自己在院里挖
了自备渗井。虽说方便了一些，但每隔
几天就得找人来抽渗井里的污物。

“改厕好，原来的厕所再怎么说，不
能跟统一改造的管网比。”许女士说。

然而，厕所改造开始时，遇到了很多
反对的声音。

该村 65 岁的老胡就到村委会闹了
几次，坚持不拆自家的旱厕。他的理由
看似很简单：用习惯了，一代代都是这么
过来的，厕所改到屋内多别扭。

朱各庄镇党委书记崔冲表示，为推
动厕所改造工作，先在胡家台村一部分
村民家中进行“试点式”改造厕所，组织
不同意的人去实地察看。了解到了真实
情况的村民，逐渐开始接受厕所改造。
胡家台村共有 800 多个渗井，管网施工
方作业的同时，该村调集力量，对一家一
户的渗井进行突击式清理、填埋，仅此一
项就花费100多万元。

看似小小的厕所改造，实行起来却
是一场革命。

“采取试点先行的办法，从确定改造
范围的村中，选择一个基层组织发挥作
用好、村情稳定的村作为试点。”雄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孟凡寅称，先期启动的是
农户卫生厕所改造试点，重点在改造技
术、改造模式、工作流程、运行机制上探
索经验。

为推动厕所改造工作，相关部门和单
位采取出动宣传车、书写宣传标语、设立
宣传栏等方式，宣传厕所革命对于改善人
居环境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农
村污水治理和厕所改造行动。还采取召
开培训会、专家授课、现场观摩、组织厕具
设备展等形式，对改厕监督员及施工人员
实施技术规范培训，保证质量。

坚持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改厕模
式。该县优先选择已完成污水治理和
2021年实施污水治理项目的村庄。在农
村污水治理项目村，采用水冲式厕所，建
立管网集中收集处置系统，实现达标排
放。此外，对未铺设污水管网的村庄，或
虽铺设管网但距离较远的户，可选择使
用三格式或双瓮式化粪池改造，同步建
设公共厕所，配套建设防渗设施，并进行
集中无害化处理。

“风景”公厕，助力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

远看是一座天桥，近看像文艺场
所。这是位于雄县龙湾镇胡各庄村的一
处公厕。

在胡各庄村南，有一个人工湖，名曰
“天鹅湖”，湖水非常清澈，几只天鹅悠闲
地游弋。

从 10 多公里外的文安县来到天鹅

湖的闫女士一家，兴致勃勃地游玩着。
“妈妈，这里是厕所吗，看上去像画画的
地方。”几岁的小姑娘兴奋地指着湖边漂
亮的公厕说。

该公厕上面是可拾阶而上的观光平
台，造型别致的厕所巧妙地与平台融为
一体。公厕正面刻有“天鹅湖公共卫生
间”几个大字。门口两侧，是用碎石填充
的铁笼组成的装饰，很有艺术感，铁笼上
面设计了天鹅造型标识。

公厕是融合星级卫生间功能、母婴
关爱功能和休闲观景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驿站，里面还设有家庭卫生间。

“设计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采用组
合分离式的设计理念，一层作为各服务
功能空间，二层作为观景活动平台，充
分将建筑融于周边秀林及湖水观景之
中，形成天鹅湖湿地公园重要的便民服
务活动空间。”胡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温
波表示。

厕所革命是雄县积极打造设施配套、
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游的新
时代美丽乡村的一个重要内容。雄县出
台了2021年美丽乡村建设“十个全覆盖”
行动实施方案，举全县之力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

“十个全覆盖”行动就包含全面开展
卫生厕所改造、拆除农村旱厕、推广普及
水冲式厕所，坚持农村改厕与污水治理
统筹考虑、整村推进，同步实施厕所粪污
无害化治理、资源化利用。

在“小厕所、大文明，小厕所、大民
生”理念指导下，一座座漂亮的公厕建起
来，便民的同时，也与周边环境相得
益彰。

胡家台村如今建起了漂亮的党建公
园，在花草树木装点下，虽是冬日，也能
感受到往日的绿意葱茏。园内健身设施
齐全，休闲游憩功能齐备。一座白墙灰
瓦的公厕，里外都很洁净，旁边建有胡家
台文化宫。朱各庄镇书画协会的会员正
在挥毫泼墨，进行创作。仅 2600 人的胡
家台村就新建、改建提升公厕5座。

根据村庄规划、农村公厕标准和村
民实际需求，雄县加强村民广场、公园游
园、乡村集市、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
卫生公厕建设。按照小村（1000 人以下）
建 1 个公厕、中等村（1000-2000 人）建 2
个公厕、大村（2000人以上）建3个公厕的
标准，共建设公共卫生厕所150座以上。

管网同步建设，实现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

在《雄县 2021 年美丽乡村建设“十

个全覆盖”行动实施方案》中，“农村实施
厕所改造”“生活污水治理”，占据了前
两项。

根据实施方案，在完成前两年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任务的基础上，该县统筹
安排、合理布局污水处理设施，科学选择
处理模式，完成剩余 148 个村庄的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建立长效管护运行
机制，实现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
覆盖。

管网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技
术工艺的高标准要求外，主要的难点还
要做通群众工作。

湖南中车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了朱各
庄镇 14 个村的污水管网改造施工任
务。很多村庄的路面硬化率达到90%以
上，给破拆带来一定难度。另外，当地多
沙性土地，施工中易塌方，这些都是施工
中的困难。方案也几经调整，原来按照
要求，一村至少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站，而
这样会导致入站污水不足，不稳定的水
量，则会影响水处理各项指标的稳定，且
成本高。

该县对管网改造提出了高标准的
要求，为此，各施工单位运用了最先进
的技术工艺。在龙湾镇胡各庄村的污
水处理站，一张污水处理系统工艺图，
让人看后一目了然，该技术为独创的沉
床式技术，将污水处理设施埋于三四米
以下。污水经管网进入格栅井，粗过滤
后，自流进入调节池，然后经提升泵提
升至深床潜流湿地。深床潜流湿地上
部种植植物，其根系既能充当微生物载
体，也能吸收处理水中的污染物，潜流
湿地下部填装多介质生物填料，再经过
缺氧段、好氧段等环节处理，实现除磷
脱氮。

雄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水、改厕两项工作虽然基本实现了全
覆盖，但是还需着眼全局，紧盯关键环
节，持续进行提升。“有些入户厕所标准
不高，要加强对厕屋问题整改的督导；
污水处理站建成后，检查管网入户问题
是否到位，污水收集率是否达标；群众
认可度、满意度方面，要提供更多优质
的工程质量和服务。”这位负责人表示，
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深入
扎实开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切
实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负责人提
出，下一步，新区农村厕所改造将结合美
丽乡村规划和建设时序，结合新区的征
拆迁工作，在过渡村庄采取人民群众可
以接受的方式，既解决环境卫生又避免
重复投入、资金浪费。

编者按：
把人民放在心坎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中得

到更多实惠！雄安新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持
续向纵深拓展，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到为民
办实事的行动中，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充分发挥为民办实事的榜样和引领作用，
今日起本报推出《雄安新区“为民办实事 增强获
得感”》系列报道，从小的视角聚焦雄县厕所革命、
安新县行政审批村级实践等典型事例，以飨读者。

▶近日，雄县朱各庄镇陈家台社区广场内的公共卫
生间，一名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

河北日报记者 李佳泽摄

近日，雄县龙湾镇胡各庄村村民正在
展示自家抽水马桶。

河北日报记者 李佳泽摄

日前，雄县第二小学一名老师在教学生关于陆地冰球的动作要领。
河北日报记者 李佳泽摄

秦皇岛鑫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邢台市宇夏建筑机械有限

公司生产的SC200/200型号施工升降机河北省起重机械设备备案证，

出厂日期：2012年6月10日，共计：33个，声明作废。出厂编号、备案编

号如下：

声 明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出厂编号
2086
2085
2082
2079
2077
2075
2072
2081
2069
2067
2065
2062
2060
2056
2088
2830
2058

备案编号
冀CH-S01797
冀CH-S01796
冀CH-S01794
冀CH-S01792
冀CH-S01790
冀CH-S01788
冀CH-S01786
冀CH-S01784
冀CH-S01818
冀CH-S01816
冀CH-S01814
冀CH-S01811
冀CH-S01809
冀CH-S01807
冀CH-S01805
冀CH-S01803
冀CH-S01798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出厂编号

2083
2080
2078
2076
2074
2071
2070
2068
2066
2063
2061
2057
2054
2089
2090
2064

备案编号

冀CH-S01795
冀CH-S01793
冀CH-S01791
冀CH-S01789
冀CH-S01787
冀CH-S01785
冀CH-S01819
冀CH-S01817
冀CH-S01815
冀CH-S01812
冀CH-S01810
冀CH-S01808
冀CH-S01806
冀CH-S01804
冀CH-S01802
冀CH-S01813

经公司股东决定，河北日报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91130100MA0839NW3Y；营 业 执
照核准日期：2016年12月23日；法
定代表人：宋泽伟）决定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万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郭会军
联系电话：0311-67562228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

华区裕华东路86号河北日报报业
大厦6层

河北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