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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萍） 截至3月 18
日，清河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成 25544 万元，占全年计划的
27.6%，同比增长13.8%；全部财
政收入完成51452 万元，占全年
计划的 27.5%，同比增长 12.8%，
提前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为了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吸引更多好项目、大项
目入驻，推动重点项目早投产、
快达效，清河县以“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引
领，深入开展了“树正气、转作
风、优环境、促发展”活动，各

职能部门纷纷围绕简化办事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进行制度改
革，为企业打造优质、高效的服
务环境。全县上下掀起大干、快
上，狠抓落实的热潮，县领导亲
自带队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现场协调
解决，排除企业发展中的障碍，
有力促进了重点项目顺利建设。
截至目前，清河新建续建亿元以
上项目36个，总投资235亿元，
涵盖传统产业升级、高端装备制
造、战略新兴等领域，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培壮了优质税源。

本报讯（马利波）截至3月21日，
沙河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34155万元，占年计划的27.1%，同比增
长14.8%，提前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沙河市委、市政府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产业
项目落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财政
收入实现连续增长夯实基础。深入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质量年”活动，以春季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为契机，着力抓好博
远冷轧不锈钢深加工二期、迎新集团退

城搬迁、冀中能源玻纤等重点项目，全
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深入实施先进装备制造、新型建
材、新材料新能源、健康食品、电子信
息制造等5大新兴产业，加大高质量招
商力度，重点推进总投资17亿元的吉
航飞机维修制造项目，吸引更多高科技
企业入驻产业园。强化措施保税源。加
强综合治税工作，在做好重点税源征收
基础上，全面建立完善玻璃、矿产、建筑
房地产等重点行业税收评估模型，开展
玻璃、建筑房地产行业增值税、土地使用
税等税种清理工作，深挖餐饮住宿、交通
运输等税收薄弱领域征管潜力。

沙河清河实现财政收入首季“开门红”

三深化三提升三深化三提升 狠抓落实开新局狠抓落实开新局

确 保 首 季 开 门 红 本报讯（记者籍明泉） 3月 21
日，市政协主席邱文双率队深入巨
鹿县，就包联重点项目进行调研。
市政协副主席李中华，秘书长许振
吉一同调研。邱文双强调，有关部
门和企业、项目方要加强沟通协
调，及时分析研究，形成工作合
力，共同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
保项目顺利推进。

邱文双先后来到巨鹿县中钢邢
机 （沃川） 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金炳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河
北 华 初 螺 柱 焊 接 技 术 有 限 公
司、京鼎大健康产业园等地就
包联项目建设与公司负责人对
接洽谈，听取相关企业和项目
介 绍 ， 详细了解项目与工程进
展情况，深入车间厂房及实验
室，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当前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并就做好下一步
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邱文双要求，要加大对项目的
帮扶力度，创新思路举措，持续抓
好重点工程项目跟踪服务、统筹协
调等工作，扎实开展“三深化、三
提升”活动，以项目建设带动投资
增长，推动项目尽快建成发挥效
能，促进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企业要充分利用“狠抓落实年”的
发展机遇，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注
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一步扩大
市场占有率，履行好环境保护等社
会责任，最大限度地争取资金、税
收减免等重点项目推进方面的优惠
政策，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问题，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项目单位要抓住项目建设的黄金
期，加快施工进度，严格监管工程
质量，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工程保
质保量按期完工。

调研期间，邱文双还到第三届
巨鹿五彩杏花节主会场进行了实地
考察。

邱文双在巨鹿县调研包联重点项目时强调

加大帮扶 形成合力
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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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丽静

开发区是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的
前沿阵地。

以打造高质量发展平台为目标，
全市各级各类开发区进一步聚焦项
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入开
展“三深化、三提升”活动，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优化发展环境，努力引进
更多高水平项目，引领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让企业多花时间跑市场，少费工
夫跑审批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
能吸引更多项目。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是破题高质量发展、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今年全市争列省重点项目和

市重点在建项目中，市开发区均列首
位；招商引资方面，签约项目、在谈项
目位于全市前列。亮眼成绩单的背
后，是市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的
努力。

“我们推出了无休日预约服
务，企业预约任何非工作时间都可
以。”市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李贞岩介绍说，在持续推进“无
休日预约服务”的基础上，梳理
制定企业群众“常办、即办、网
上办”事项清单，开创“自助服
务审批”模式，打造“24 小时不
打烊”的政务服务自助大厅。同
时，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一
网通办”，企业和群众任何时间都
可以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申办审批服务业务。

清河经济开发区的营商环境通
过两个故事可见一斑。

在外打工的李朝福想回家乡

创业，把相关证件通过网络传给
清河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邮寄来的营
业执照。

一家公司凌晨1点赶订单时突
然停电，负责人通过“企业110服务
中心”微信公众号反映了问题。不
到10分钟，就有人赶到现场维修，
解决了用电问题，公司与服务人员
全程未见面。

清河经济开发区构建线下一中
心“智能自助”审批大厅，线上一张网

“云端自主”审批平台，实现“事项办
理最多跑一次、网上审批一次不用
跑”。为杜绝企业在办事过程中被“吃
拿卡要”，清河经济开发区专门成立
了“企业110服务中心”，下设10个业
务承办小组，实施“一张网、一部电
话、一个邮箱、一个微信”集中受理，
实现全程不见面。

（下转第二版）

提升开发区能级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平台
记者手记

在草长莺飞的春天，我们
欣喜地看到全市开发区正在积
极实践，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
的新平台。

环境就是生产力，抓营商环
境就是抓发展。从“两不见面”
到“全不见面”，全市各级各类
开 发 区 工 作 人 员 争 做 “ 店 小
二”，推出保姆式、妈妈式服
务，满足了企业和项目对发展环
境的更高要求。相信随着各开发
区持续营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具
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更加高效便
捷、更具人性化的服务环境，全
市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必将进一
步迸发，推动全市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

为 您 导 读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
北京，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
拉、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
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

请，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立峰等。

习近平离京对意大利、
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未来之城”从打好蓝绿底色开篇
——河北雄安新区生态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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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截至2月底

全市纳税人享受减税降费1.4亿元
■2版

10月底前

市区46条道路将实施提升改造
■2版

本报讯（记者张文学） 3 月 20
日，市委书记朱政学主持召开市委国
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省委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年我
市国家安全工作。市领导宋华英、戎
阳、陈少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
的重要基石，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
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提升
政治站位，把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
治安全作为践行“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对党
绝对忠诚的重要检验，全面对标对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省委国安委会议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树
牢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坚
决把国家安全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工
作，坚决守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
邢台防线。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全
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维护政治安全的
各项要求，严密防范境外渗透，坚决
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要坚决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六进”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各类
意识形态阵地的日常管控，坚决打赢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抓好学校意
识形态工作。要坚决维护经济安全。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平衡好稳
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确保全市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
质量持续稳中向好。要坚决维护社会
安全。深入推进打击暴恐活动专项行
动，扎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强力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解决公共
安全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着力健全责任体
系，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保障。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把国家安全工作摆上更加突出位
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 （党

组）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做
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
亲自督办。各成员单位、牵头部门要
把负责领域的国家安全工作抓深入、
抓到位。要建立健全重点领域国家安
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支持力度，严
格督查考核制度，确保工作责任落地
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委国家安全委
员会2019年工作要点、市委国家安全
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办公室工作细则，
听取了关于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风险隐
患排查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

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参加会
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朱政学主持召开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坚决守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邢台防线

本报讯 （记者杜烁 通讯员
陈思佳）日前，省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2018年度全
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考核结果的通
报》，我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考
核为优秀等级，被省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授予2018年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先进市，至此，我市已连
续 5 年获此荣誉。同时我市桥东
区、桥西区、南宫市等9个县市区
被授予2018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先
进县市区。

去年，我市坚持把大气污染防
治作为推进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结构优化调
整，科学施策、标本兼治，凝心聚
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围绕产业结构
调整，以钢铁、焦化、玻璃、电
力、水泥“五大行业”为重点，改
造、限产、搬迁并举，谋划实施深
度治理工程77项。围绕能源结构调

整，全部淘汰了35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16.8 万
户，大外环以内区域散煤“清零”。
围绕运输结构调整，坚持“车、
油、路”综合治理，淘汰老旧机动
车21475辆，推广新能源汽车8700
辆，环城快速路107段通车，实现
穿市重型运输车辆远端绕行。

2018年，我市空气质量实现大
幅度改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7.49，实现了 2014 年以来“五连
降”；PM2.5年均浓度69μg/m3，比
2013 年下降 57%，为 6 年来最好；
达标天数160天，比2013年增加122
天；重污染天数32 天，比 2013 年
减少 115天，圆满完成了省委、省
政府定的大气污染治理考核各项
目标任务。

此外，我市还被生态环境部列
为2018年全国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最
大的20个市之一。

我市荣获全省大气
污染治理先进市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梁岩 刘瑞）今年，我市财政部门
出台举措，进一步创新财政政策，
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增强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

财政部门将创新政府投融资方
式，进一步规范PPP项目运作，加大
项目储备力度，实现项目库储备“全
覆盖”。同时，规范政府投资基金运
作，多方寻求和争取社会资本，推动
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项目投产后，
将落实好财政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十
五条政策和政府采购支持本地企业
发展10条政策，在企业融资、人才、
工业设计、品牌质量、对外投资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

今年，我市将重点做大做强先进
装备制造、健康食品、新材料三大主

导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和新能源汽
车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3+1”产业体
系，争取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为此，
各级财政部门将紧盯经济发展重点，
在资金支持、政策扶持上下大功夫，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转型升
级等领域上级资金争取力度，用足用
好工业调整产业结构资金政策，支持
钢铁、煤炭、焦化等行业去产能。落实

“千企转型”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重点
支持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等产业加大研发投入。为加快创新发
展，还将完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对
科技项目实施奖励性后补助政策，支
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解决行业创新
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关报道见五版）

我市财政部门强化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打造“水润古城 绿满邢襄”绿美邢台

城区容貌环境综合提升百日攻坚打响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