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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国银行 实现心中理想

中国银行优客分期满足您的资金需求

招 大 引 强 促 转 型

整治人居环境 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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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您 导 读

■到2025年，19个县市区跃升至科
技创新B类及以上，其中A类县的
数量达到3个以上

■到2020年，建设省级创新型县6
个；到2025年达到10个

■力争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制造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比
例达到30%

本报讯（记者路遥）近日，我市出台《邢台市
推进县域科技创新跃升工作方案》，全面推进县域
创新驱动发展。

《方案》明确提出了跃升目标：到2020年，宁
晋县、沙河市、清河县、邢台县、威县等跃升至科
技创新B类县，其他县市区实现分数大幅提升，力
争排名提高10位（含）；到2025年，19个县市区全
部跃升至B类及以上（市开发区为单独序列，不列
入跃升计划），其中A类县的数量达到3个以上。

建立县域科技创新跃升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区
域创新发展顶层设计，完善县域产业发展规划，依
靠科技创新提高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围绕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研究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到
2020年，建设省级创新型县6个；到2025年，省
级创新型县达到10个。

县级财政要继续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
域予以支持，到2025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
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以上。加大普惠税收政策
的落实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县设立专项引导资金，
推动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建立县域创新驱动
发展科技需求库，筛选一批发展潜力好、带动能力
强的县域科技创新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计划，推动更多科技
型中小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建设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服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帮扶活
动。组织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形成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推进机制。推
进京津冀协同创新，着力吸纳京津创新资源，实现邢台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
交额明显提升。

完善县域创新条件建设。支持企业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争创省级以上科
技创新平台。加快高新区建设，完善园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重点支持邢台
高新区申报国家级高新区，推动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开展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机构达标行动，力争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制造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达到30%。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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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在为房屋装修、购买汽车、车位、家具、家
电、婚庆、旅游、子女教育等家庭消费的资金发愁
吗？中国银行为您准备了信用卡优客分期，解决燃眉
之急，满足您的资金需求！

→额度最高可达30万元！
→无利息，费用低至每年4%！1万元一年手续费

400元。
→1-5年，用款时间最长5年。
→申请后随时按需用款，按月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放款快、手续简单、办理方便。

准入客户类型：
（一）行政事业、医疗、教育、金融等优质客户群

体。
（二）公积金客户，连续缴存2年以上且月缴存额

800元以上。
（三）中国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正常还款半年

以上。

说明：优客分期的资金不得用于任何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禁止的用途，不得用于各种投资（股票、基
金、证券、房产等）和生产经营用途。

本报讯（记者李开 通讯员
乔娜）游园入口有三尊羊雕塑，游园
里种植着金银花、海棠和国槐，两侧
墙壁上都是关于“羊”的成语、诗词、
剪纸展示……近日，在巨鹿县5月份
的月观摩“擂台赛”中，观寨乡小寨村
西侧的一个小游园引起了观摩团的
关注。

巨鹿小寨的羊肉产业远近闻名，
在村内修建羊文化游园，为农村增添
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村民李恒刚正在
游园里散步，他说：“城里有公园，咱

农村有游园，在这儿散步、健身，晚上
还有人在这儿跳广场舞，可热闹了。”

游园虽小，功能齐全。这个占地
1600平方米的小游园，绿化、美化、
亮化全到位，休闲、娱乐、健身一体
化，成了小寨村村民家门口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像这样的小游园，现在巨鹿县村
村都有，村民出门“三百米见绿，五百
米见园”的心愿不再是梦想。

巨鹿县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研究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十大专
项行动”，并对确定的34项具体目标
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全面实行清单

式、台账式管理。
为督促目标任务的落实，巨鹿创

新实施月观摩“擂台赛”落实机制，利
用周末时间，坚持每月开展现场观摩

“擂台赛”，由县委书记带队，县四大
班子全体出动，“十大专项行动”牵头
部门、各乡镇党政“一把手”等共同参
与，进行现场集中观摩。采取“乡镇推
荐1个提升较好村、临近选择1个一
般村”的形式，进行现场展示，由乡镇
党委书记现场解说，观摩人员横向对
比、综合考量、现场打分。

“一月接着一月比，久久为功，这
样才能摸准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重
点、难点和关键点，从而督促目标任

务的落实。”县委书记孙保祥说，该县
将评比结果与村“两委”干部的绩效
工资挂钩、与“三榜两台”评选挂钩、
与年终评先评优挂钩，确保农村人居
环境大提升。

截至目前，全县已拆除危旧房
屋、残桓断壁3127处，新建小游园、
小菜园、小果园712处；改造各类无
害化卫生厕所2.3万座；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1506立方米；清理村内塘沟
278处；建成美丽庭院2.1万个、精品
庭院3375个；7个村庄建设了污水集
中收集或分散式处理设施，8个村庄
接入城市污水管网一体化处理；村庄
绿化面积达到5000亩。

巨鹿以月观摩“擂台赛”促农村环境大提升

三百米见绿 五百米见园

本报讯（记者杜烁）“村里垃圾箱
清理不及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县‘两馆’每周二免费开放，为
啥不能把开放时间改到周末？”

“平安小学门口附近的电线杆在
马路中间，能不能尽快迁移？”

……
日前，在内丘县《百姓问政》栏目

的录制现场，群众“辣”味十足的提
问，让部门干部如临一次次“大考”。
内丘县以“狠抓落实年”为契机，通过
开展“百姓问政”活动，把政府部门和
相关干部推到聚光灯下，倾听群众呼
声，自觉接受监督，及时回应诉求，倒
逼责任落实。

问政采取现场录播的形式，前期

由记者进行实地调查，制作暗访专题
片，现场播放揭示问题，由群众代表
现场提问，被问政单位当场作出回答
或解释，并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
干部代表等进行点评。

大家关心关注的一系列热点、痛
点、堵点问题，在节目中曝光。有些部
门领导被问“红了脸”，也有些负责人
被“问哑”，这也引发相关部门对问题
的高度重视，被逼出了“实招”。

侯家庄乡地处深山区，一些路段
虽然没有损坏，但却是过水路面。节
目中，群众提出希望能修个桥方便出
行。“因为规划已经定了没办法变更，
但群众提出来后，县政府立即给省政
府发函说明现实情况，规划很快得到

了调整。”县交通局局长王玉民说，目
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百姓问政》自去年9月首播以
来，先后以《城市管理要便民》《县
林业局接受“挑刺”》《假期景点接
受考验，群众三问部门》等主题，播
出 15 期，问政部门 18 个，答复群众
意见建议 130余条，累计观看40万
余人次，成为该县群众心中的“明
星栏目”。

为了筛选出反映强烈的民生话
题，内丘县开设社情民意箱、县长热
线、县融媒体中心热线等9个群众意
见建议反映渠道。同时，在全县309
个村选拔了309个群众身边的“代言
人”，将征集问题线索的触角延伸到

百姓身边。
县城管局局长王振生被问政后

表示：“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不仅感
到脸红出汗，更多的是强化了换位思
考和为民服务的意识。”“被问政单位
不仅要阐述县委、县政府工作目标和
要求，把政策传递下去，还必须说清
工作措施、当前进展、承诺期限等，起
到了‘政府事、百姓知，群众盼、政府
办’的双向效果。”县委常委、办公室
主任葛建敏说。

问政只是方式，落实才是目的。
南赛乡石门村“代言人”吉书根在微
信群里赞叹道：“群众的难题能得到
及时解决，这才是‘马上就办、办就办
好’工作作风的实质所在。”

内丘：“百姓问政”让落实“实打实”

群众“出题” 干部“应考”

本报讯（许金亭）日前，清河县政
府与河北宁上橡塑公司等19个汽车
配件产业类和河北祥致家纺公司等
8 个羊绒产业类项目正式签约。这
27个项目将分别落户清河经济开发
区汽配科创园和羊绒科创园。绿色
高新项目接连不断落户清河，是该
县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结果。

清河县通过引进大数据平台，采
取“线上”搜集招商线索，“线下”登门
洽谈的方式，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该县大数据搜索得知，陕西华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而且新三板挂牌上市，主导产
品钒氮合金年产1.23吨，位居全球第
一。在掌握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县政
府一名主要领导与县招商局一同登
门招商，华银公司很快应邀前来清河
考察。清河县废旧合金集散地的优
势，吸引了华银公司，通过进一步洽

谈，拟投资5.56亿元钒氮合金基地项
目签约。他们就这样选准一个，攻关
一个。

福建永信科技股份公司是家专
门从事电脑绣花机、针织大圆机等
纺织服装设备生产的一家企业，有
专利技术50多项。招商小组数度南
下，通过洽谈，“清河羊绒纺织名城”
称号以及销售市场潜力，引起了该
公司极大关注和兴趣，几经交流便
碰撞出了“热恋”的火花。这些项目
的落地，使清河传统产业集群不断

壮大，进一步提高了特色产业的竞
争力。

清河县在招商引资中，也着力引
进服务公众的人才项目。他们经“线
上”了解，把目光瞄准了北京信余科
技有限公司。双方经过洽谈并签约了
总投资5亿元的高新技术创业园项
目。该项目采用国家政策鼓励的PPP
模式建设，由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资
成立项目公司。该项目建设适合清河
产业发展需要的研发孵化中心，项目
建成后，主要引进了高新技术企业和
高端人才入驻，为企业研发和生产搭
建平台。

据悉，目前清河县在谈亿元以上
的项目有20多个，预计总投资200
多亿元。县各招商小组与分布在各地
的清河商会正合力攻关，力争早日使
这些项目落地生根。

清河县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招商引资结硕果

5月 25日，工人在南和县贾
宋镇一家现代农业园区将采摘的西
红柿装车。

近年来，河北省南和县在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建设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将“工业
化”管理理念引入农业生产，推
广高效、绿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
式，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 摄）

现代农业园区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和志国） 5月22日至
2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带
领市水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就
全域治水和预算联网监督、人大代
表之家建设等工作赴唐山市考察学
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市
总工会主席尹全峰，副主任杨爱
国，秘书长陈同计一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通过散乱
污企业拆迁实施唐山花海项目的工
地、市环城水系治理陡河城区段、
迁西县长河河道整治项目等重点治
理节点和市规划馆进行了认真考
察。考察组一行每到一处都仔细察
看，认真听取讲解，详细了解唐山
市在全域治水和环城水系建设方面
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

考察组对唐山市委、市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积极推进“全域治水、清水润城”
工程的战略举措和成就受到强烈的

思想震撼。考察组认为，唐山市通
过“连、引、用、疏、治、管”等
综合治理方式，实现了全域水质达
标，取得经济、社会、生态多方面
效益，很有学习借鉴意义。考察组
同志在考察结束后进行了座谈交
流。魏吉平对考察组如何把唐山的
经验领会好、借鉴好提出了要求。
魏吉平强调，我市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抓好水
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
施，并要抓住筹办河北省第三届园
博会机遇，切实谋划实施好环城水
系建设和河道综合治理工作。

在唐山期间，考察组一行还来
到唐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考察了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预算联网监督工
作开展情况，座谈交流了两地有关
工作，并深入迁西县考察了白庙子
乡和三屯营镇人大代表之家建设和
相关活动开展情况。

魏吉平赴唐山市考察学习时强调

切实抓好水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

三大运营商再推“提速降费”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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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今年市本级科技支出安排同比增长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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