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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浙江两省日前签署基于国家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跨省数据共享应用合
作协议。两省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为基础，推进电子证照共享互认等跨
省数据共享应用，为 110万名在浙的江西
人、4.7 万户在赣的浙江企业提供跨省网
上办事便利。

据了解，赣浙两省在政府数字化转型
工作中成绩斐然。江西以“五型”政府建
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四最”发展环境，
全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移动平台

“赣服通”建设，努力实现“手机一开、
说办就办”，每6个江西人就有1个人在使
用，全省 6586 项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查、缴、办，1139万城乡居民掌上
缴纳养老保险，4200 万群众足不出户用
手机就能交医保，公办高校、中小学、幼
儿园教育缴费不再现场排队；全面推行延
时错时预约服务，着力打造 365 天“不打
烊”服务型政府。浙江全面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以“让群众没有难办的事”为目标，以全
省公共数据共享平台为基础，不断推出

“一证通办”“多事联办”等政务服务创新
应用。每 1 分钟数据调用 800 多次，每次
调用群众就少交1份材料。“浙里办”注册
用户数超过 2700 万，查公积金、驾驶证
补办、开社保证明等 385 件民生实事，在

“浙里办”都“刷脸可办”“一证通办”；
企业开办、水电报装、不动产登记等51件

“一件事”实现一站式办理。
赣浙两省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以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为基础，依
托两省电子证照系统，实现电子证照赣
浙两省共享互认，支撑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跨省用证。实现赣浙两省电子证照库
逻辑汇聚、动态调取、实时核验、异地
互认，实名用户可全流程线上办理、线
上线下联动办理，以及在政务服务事项
线 下 跨 省 办 理 过 程 中 全 面 应 用 电 子 证

照。依托当地统一实名身份认证系统认
证后进行信任传递，实现赣浙两省跨省
电子证照查看、亮证以及指尖办事，拓
展提升“赣服通”“浙里办”服务功能。
在 此 基 础 上 ， 推 动 在 实 体 政 务 服 务 大
厅、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政务服
务网） 以及自助终端等多种服务渠道，
实现跨省数据共享应用。

目前，赣浙两省已开展相关基础工
作，先期选择民生领域高频事项作为跨省
应用试点，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结婚证、离
婚证、生育服务证、出生医学证明、献血
证、律师证、居住证、身份证电子凭证、
驾驶证电子凭证、行驶证电子凭证、户口
簿电子凭证等 11 本证照跨省“亮证”。江
西人登录“浙里办”，可使用在赣浙两地
办理的证照，浙江人登录“赣服通”同样
可使用两地证照。通过数据共享，生育登
记和新生儿落户跨省办理更加便捷。江西
籍夫妻在浙江办理生育登记时，不用再提
交结婚证，办理新生儿落户时，不用再提
交户口簿、结婚证。近期，来自江西的新
婚夫妇张先生和王女士就在“浙里办”
APP 上办理了生育登记，不需要回到江
西，也不需要提交结婚证，只需要在“浙
里办”APP上填写相关信息和材料一次办
理完成。

赣浙两省在完成试点和完善电子证照
库基础上，还将聚焦两省用证高频服务事
项，支撑两地群众通过各类办事场景应用
电子证照，不断拓展跨省数据共享应用，
实现赣浙两省跨省电子证照查看、亮证以
及指尖办事，拓展提升“赣服通”“浙里
办”服务功能。

推进数据共享应用，拓展提升“赣服通”“浙里办”服务功能——

赣浙11本证照跨省“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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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河北省邯郸峰峰矿区清
泉湿地公园游人如织。湖泊清水荡漾，
一座座小桥横跨水面，一排排连廊干净
美丽。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满目疮痍的
采煤沉陷区。

“清泉湿地公园核心景区的前身是泉
头矿，经过半个世纪的开采，使这里地
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成为距离城区最
近的一处工业疮疤。”峰峰矿区区委书记
牛颖建告诉记者，通过近 5 年的整治，
采煤沉陷区已形成了一个总面积约 600
亩的生态公园。

峰峰矿区改善矿山生态环境取得的
显著成效仅仅是邯郸开展大规模生态修
复行动的一个缩影。邯郸市委书记高宏
志说，“十二五”时期以来，邯郸市坚持
把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作为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道工序，通过全方位、
立体化生态文明建设，力求做到治山要
见林、治矿需去痕、治水保长清，使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获得了质、量双收。

荒山荒坡披绿装

邯郸西依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
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总面积
12073.8 平方公里。长期的挖山开矿、
毁林开荒，水源超载、超采，使当地生
态环境严重退化。邯郸市把生态环境整
治作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
在治山、治矿、治水上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举措。

邯郸市市长张维亮强调：“要修复生
态环境，必先恢复森林植被。具体到邯
郸来讲，就是要让需要绿化、能够绿化
的荒山荒坡都能被森林覆盖。”

站在海拔1300多米太行山区符山顶
峰远望，有山就有树，有树就成林。涉县
林业局局长张献明告诉记者，涉县地处太
行山革命老区，山高坡陡、石厚土薄，全县
人民众志成城，开展全时、全域、全民绿
化，立志让所有荒山披上绿装。

涉县植树模范杨喜庆对记者说：“为
了在石质山上绿化造林，大家凿石开穴，
破石挖坑，从光秃秃的岩石上凿出一排排
整齐的大穴状鱼鳞坑，再利用卷扬机从山
下卷土、卷肥上山，在每个山顶挖出蓄水
池，从山脚下铺设上千米管道，用接力泵
将水抽到山上，保证树木成活率。”截至目
前，全域林地面积已经超过 128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到 57%。其中经济林 80 万
亩，农民年增收15亿元。

在涉县的带动下，邯郸的沟域经济林
建设、绿色廊道提升、深山生态修复等六

大工程如火如荼。通过城市乡村统筹、山
区平原同步、林果发展并重、市县分级实
施等措施推进，全市连续6年每年完成造
林绿化任务超52万亩。

矿山矿坑变景区

在邯郸郊外的紫山风景区，花草技师
王万里正熟练地操作修剪机为树木“整
容”。王万里是紫山风景区的养护工，也
是紫山修复的见证者。他回忆说，在煤炭
采掘区，曾经有煤矿采掘经营户41家，无
序竞争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为让紫山重披绿装，邯郸先后投入近
3亿多元，栽植各类树木 80余万株，完成
绿化面积6500多亩，开凿生态湖泊30万
立方米，使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6%提升
到 93%。周边的村民也都成为紫山风景
区的园林维护工、保安、保洁人员。

好地方人人都向往，邯郸文体旅集团总
经理田原告诉记者，紫山环境改变不仅提升
了邯郸整体生态环境的层次，也促进了当地
旅游业发展，年接待游客达到20万人次。

哪里是难点、痛点，哪里就是整改重
点。邯郸辖区的武安市，曾是全国 58 个
重点产煤县之一，也是全国四大富铁矿基
地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在采矿业发展
最高峰时期，有大中型国有煤铁矿33家,
乡镇个体小煤矿、小铁矿达到 200 多个,
各类矿井总数超过3000个。为了治愈这
个“工业疮疤”，武安专门聘请了矿山设计

单位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划》，并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全面落实
矿山环境治理主体责任，遵循“宜林则林、
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先后启动了
49处露天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仅去年以来
就投入 1.5亿元，累计完成露天矿山生态
修复 2300 多亩，小煤矿矿区专项整治
12000 多亩，共植树 110 万棵，恢复耕地
3000多亩，恢复植被9000多亩。

河湖渠塘荡碧波

“小时候在邯郸生活，姥姥家就在滏
阳河附近，那时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
群，这条河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中国最
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孔媛媛回忆儿时的滏
阳河时说。

滏阳河被邯郸市民亲切称为“母亲
河”。曾经河道被垃圾、污水所“侵
蚀”，为了拯救“母亲河”，邯郸发出滏
阳河退污还清的“动员令”。自 2016 年
以来，邯郸投资 12 亿元，治理河道 158
公里，对滏阳河主城区段清淤开挖 15.6
千米，清理河底淤泥 65.6万吨，清理河
道垃圾4.5万立方米，拆除违章建筑130
余处；清理主城区以外河道垃圾11万余
立方米，还滏阳河亮丽。

“开展生态环境整治，水源环境治理
也是重要一环，邯郸是全国首批水生态
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应该走在前
面。”邯郸市水利局局长郭进平介绍，邯

郸市政府统筹规划，确定了“一线三区
多点”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即
以滏阳河为一条主线，营造亮丽景观水
线；西部山区、中部城区、东部平原三
区统筹，构建山区水源涵养区、城市亮
丽水景观区、平原生态灌区的水生态格
局，大力推进水源涵养、调配、清污等
开发建设，全面推进水源环境建设的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用3年时间，全市完
成了总投资达 176.47 亿元的 122 项建设
任务，16项考核指标全部合格。

在水生态管理体系建设方面，邯郸
构建河渠湖库连通的邯郸大水网、多水
源分区配置的供水保障、高效的节约用
水、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全面的水生态
修复和保护、健全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赵都水
韵特色水文等“八大体系”。

在水生态工程建设方面，邯郸全面
完成了黑龙洞泉域水源置换调蓄、漳南
渠灌区农业节水示范工程、东部平原生
态水网综合开发、邯郸市水资源管理信
息平台建设、滏阳河改造提升工程、邯
郸市水网建设等“六项示范工程”。

在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邯郸先后
取缔污染企业 110 家，实现了涉水落后
产能全部清零。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46个，使主城区出市水质基本达到地
表水 4 类标准，开发了 3 家国家湿地公
园，2家省级湿地公园，5家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3家省级水利风景区。

河北省邯郸大规模生态修复——

治山见林 治矿去痕 治水长清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陈发明 通讯员 马 佳

滏阳河改造后打造的响堂水镇引来一批批游客。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

报道：围绕京津冀城市群建设、
“一轴四城”发展规划，天津市武
清区加快推进国家大学创新园区
和京津产业新城落地，规划建设
了一批孵化、转化、产业化一体化
特色产业发展载体。在主动承接
非首都功能转移方面，天津武清
区 7 年 间 累 计 引 进 首 都 项 目
9961个、引资到位 1009亿元，中
国铁道科学院产业化基地、北汽
海纳川等一批优质项目落户。

从传统农业区县到繁荣的新
兴城市，从“加快发展”到“率
先发展”，从“天津老五县”到

“综合实力位居天津前列”，武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武清区主动承接非
首都功能，谋划推动“通武廊”
区域合作，加快交通一体化建
设，努力在协同发展中当先锋，
唱重头戏。7年来持续引进首都
项目，推进一体化发展。“通武
廊”三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
88 个专项工作协议，互派挂职
干部 18 名，组建成立中等职业
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3个教
育联盟，推动 33 项医疗检验结
果三地互认，建立治安维稳实战
化联勤联动、重要警情即时通报
等 10 余 项 合 作 机 制 ， 通 武 廊

“小京津冀”试验示范效应逐步
显现。

围绕打造京津冀的科技圈，
武清区与北京大学、中科院化学
所等 80 个高校院所建立合作关
系，落实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53
个。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
厚，发展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
新创业载体 15 家，入驻创业团
队200余个。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建成院士
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27 家，引进“海河英才”2.8
万人。

武清区正在打造服务京津冀的现代服务业，形成了
以电子商务、高端商贸、休闲旅游为重点的发展格局。
累计吸引阿里巴巴、亚马逊、唯品会等电商龙头企业及
关联项目 700 余家，年销售额突破 1500 亿元，电商园
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佛罗伦萨小镇年接待游
客近 600 万人次、销售额 30.3 亿元，成为京津市民高
端消费目的地；建成北运河郊野公园、V1汽车世界等
一批旅游景点，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0万人次，武清成
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下一步，武清区围绕高质量发展，抓发展，优环
境，惠民生，强党建，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科技
创新引领区、高端产业聚集区、生态文明先行区、社会
文明模范区、和谐宜居幸福区。

武清区委书记戴东强说：“通过学习借鉴雄安新
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先进理念，武清区正在加快推进全区 2035战
略发展研究，高标准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正在不断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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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的白卫东应用申贷程
序，仅仅40分钟，一笔15万元的贷款就打到了他的银
行账户上。“银行不来实地查看，我也不签一个字，不
跑一趟腿，就批下了这笔钱。”白卫东高兴地说。

2016 年，白卫东返乡创业，在太清宫经营一家纸
巾加工企业。今年5月工厂扩大经营规模，资金一时周
转不开。急需用钱之时，朋友推荐鹿邑农商银行新推出
的一款纯信用、线上化信贷产品“金燕惠贷”，通过注
册、实名认证、申请，审批额度达 15 万元，可立即使
用，一下解了白卫东当下之急。

“以‘政府信用大数据’为主导模式，充分利用社
会、商业、金融信用大数据，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
信惩戒’的金融服务机制，让客户体验到‘智慧银行’

‘极简金融’带来的高效体验和便利，以期带来存款、
贷款、电子银行等各项业务全面快速、可持续增长。”
鹿邑县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邵群说。

据介绍，“金燕惠贷”以手机APP渠道为载体，实
现了“7个自动”功能：客户自助申请、贷前自动准入
控制、贷中大数据自动整合、自动评级授信、自动利率
定价、贷后自动风险预警及自动化催收，对客户进行信
用量化，转化为可见的、与实际情况相符的额度、利
率，最终实现额度与信用及银行合作程度相关，实现额
度与利率的个性化，并且最大可能提高客户体验度。

受益于“金燕惠贷”的白卫东表示，自己尝到创业
成功甜头后，计划明年再扩大规模，带动乡亲们致富。

邵群说：“以阳光、易得的普惠金融倾力支持县域经
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立足‘三农’、服务‘三农’、支持小微、
服务实体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方便快捷优质的信贷服务。”

“下一步，优先上线微信公众号、争取打通内外
网，实现‘秒贷’目标，同时建立‘终身授信理念’，
客户来一次，我们服务一辈子，最大限度地让数据

‘跑路’代替人工奔波。”鹿邑农商银行行长殷继周表
示。践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展望未来前景，
更多像白卫东一样的农村微型企业家能够增容扩产，
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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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金融”带来高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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