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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段丽茜）从省环保厅
了解到，2018-2019 年秋冬季，我省将
实施散煤整治、去产能和退城搬迁等 9
大专项行动，综合治理大气污染。

实施散煤整治专项行动。加大燃煤
锅炉淘汰力度，加快集中供热管网建
设，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
今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 65 蒸吨及以
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今年12月底
前，传输通道城市基本淘汰35蒸吨以下
燃煤锅炉。

实施去产能和退城搬迁专项行动。
今年底前完成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年度任务，城市建
成区钢铁企业采取彻底关停、转型发
展、就地改造、域外搬迁等方式实施分
类处置。唐山、邯郸不允许新建、扩建单
纯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禁止省外钢铁
企业搬迁转移至该地。

实施“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杜
绝“散乱污”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
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今年10月
底前，各市、雄安新区完成新一轮“散乱
污”企业排查，对新发现的“散乱污”企业
建立清单，实施分类处置。

实施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专项
行动。今年底前，试点开展城市主城区
及环境空气敏感区燃煤电厂有色烟羽
治理。在安全生产许可条件下，对工业

企业物料实施封闭储存、密闭输送、系
统收集，实施生产环节无组织排放治
理，今年底前基本完成。推进清洁运输，
大宗物料和产品主要通过铁路、水路、
管道、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的汽车等方式运输。

实施扬尘污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今年10月底前，各城市建立施工工地动
态管理清单，建筑工地要做到工地周边
围挡等“六个百分之百”。各地要将扬尘
管理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
信用管理体系，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
场主体“黑名单”。今年底前，完成171处
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综合治理。

实施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柴油货车污染
控制装置、车载诊断系统、尾气排放达
标情况等监督抽查，形成环保部门检

测、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运输部门
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常态化工作机制。
今年底前，传输通道城市完成非道路移
动机械摸底调查，划定并公布低排放控
制区。对低排放控制区内使用的工程机
械定期开展抽查。今年底前，唐山港、黄
骅港全部实行集港煤炭铁路运输，大幅
提升疏港矿石铁路运输比例。

实施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和油
品监管专项行动。今年 10 月底前，各地
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点）专项行动。对黑
加油站（点）、黑油罐车、非法小炼油厂
要立即查封并予以拆除，严防死灰复
燃。对未安装或不正常运行油气回收装
置的加油站（点），依法予以查封并限期
整改。今年底前，张家口、承德、秦皇岛
市完成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置换，全省
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油柴油。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停止销售低于
国六标准的汽油柴油。

实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加大对不达标工业炉窑淘汰力度，严格
执行工业炉窑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执
法监管，促使能耗、环保、安全、质量、技
术达不到要求的工业炉窑依法依规关
停退出。实施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全面
淘汰环保工艺简易、治污效果差的脱硫
设施。

实施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
理专项行动。加快推进石化、焦化、制
药、橡胶、塑料、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
重点行业 VOCs 深度治理。今年底前完
成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整治和提标改
造，并安装在线监测和超标报警装置。
对未完成的企业依法实施停产整治，纳
入错峰生产方案。

2018-2019年秋冬季

我省9大行动综合治理大气污染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10月15日，石家庄
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东庄站至会展中心站区
间隧道实现单线贯通。该区间是石家庄地铁
在建工程中的最长区间。

石家庄地铁 1 号线二期工程东庄站至会
展中心站连接着主城区和正定新区，区间长
约3.4公里，该区间线路长且下穿滹沱河。

1号线二期工程起自洨河大道站，止于东
洋站，全长 13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 8
座。目前，已有5座车站实现封顶，3个区间实
现双线贯通。按计划，工程将于今年11月实现
全线洞通，明年1月底实现轨通。

石家庄地铁在建
最长区间单线贯通
长约3.4公里，下穿滹沱河

▶图为贯通现场。 记者 陈建宇摄

本报讯（记者马建敏）供暖
季即将到来。按照我省 2018
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方案要
求，今年全省将新增煤改电采
暖用户 31.88 万户。记者近日
从省物价局获悉，今年我省将
继续执行清洁供暖用电价格政
策，同时进一步完善清洁供暖
用电价格政策，充分运用价格
机制，为我省清洁供暖降成本
减负担。

近年来，省物价局积极探
索运用价格机制引导推动清洁
供暖，通过完善峰谷分时电价
和阶梯价格政策，创新电力交
易模式，健全输配电价体系等
方式，降低清洁供暖用电成本，

推动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减轻
企业及百姓负担。

去年 9 月，省物价局出台
我省清洁供暖价格政策，延长
供暖期居民采暖用电谷段时间
2 小时。供暖期居民采暖用电
价格执行阶梯电价一档标准。
明确清洁供暖设施用电支持政
策，包括居民清洁供暖设施用
电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清
洁供暖企业申请新装及增加用
电容量的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
电用电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就近优先
直接消纳。参加电力市场交易
的采暖用电，谷段输配电价按
平段输配电价的50%执行。

本报讯（记者张怀琛 通
讯员聂晓璞）近日，科技部公布
2017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
选名单，我省 4 名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榜上有名。

据了解，这4名入选中青年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分别是：石
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
有限公司李春雷、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
源研究中心马林、晨光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运河，以及
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黄印冉。

此次，河北工业大学成功
入选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作为我省首家入选该计划的单
位，该校将为人才提供更多成
长机会和发展空间。此外，来自
丰宁平安高科实业有限公司的
钱晓国、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温君还入选了科技创
新创业人才名单。

本报讯 日前，河北省人
民政府决定：

免去刘志鹏同志的河北省
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免去奚献军同志的河北省
商务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高新城同志的河北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副 巡 视 员 职 务 ，
退休；

免去丁辉同志的河北省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厅 副 厅 长 职 务 ，
退休。

运用价格机制引导推动清洁供暖

今 年 我 省 继 续 执 行
清洁供暖用电价格政策

本报讯 （记者张淑会） 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儿童白血
病救治管理工作视频会议上获
悉，我省将建立由省级定点医
院牵头、各级定点医院共同参
与的白血病患儿诊疗服务网
络，对白血病患儿实行定点集
中救治。

儿童白血病作为造血系统
的恶性疾病，发病率位居小儿
恶性肿瘤之首。为加大儿童白
血病救治及保障力度，我省要
求，各市在充分摸底调查的基
础上，指定具备诊疗能力的医
院作为儿童白血病救治定点医
院。原则上，省儿童医院、河
北医科大学第二、四医院等 6
家省级定点医院牵头负责全省
儿童白血病的诊疗，制定治疗
方案和加强业务指导，收治高
危白血病患儿，并指导市、县
级定点医院收治低危和中危患
儿实行集中救治。省、市、县

都要组建专家组，开展符合本
层次医疗机构救治方向的培
训，健全专家巡诊、远程会
诊、上下转诊机制。

在 规 范 诊 疗 服 务 行 为 方
面，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儿童白
血病病例登记制度，加强患儿
医疗、护理和感控等规范化管
理，将把白血病患儿全部纳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全程
跟踪管理，确保患儿得到延续、
规范的医疗服务。在提升白血
病诊疗救治能力方面，将积极
与京津医疗机构对接合作，通
过开展对口支援、医联体建设、
远程医疗等形式，快速提升我
省白血病诊疗救治能力。在强
化药品供应保障上，还将严格
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
制，开展儿童白血病药品供应
情况监测。探索开展儿童用药
尤其抗癌药物带量采购，规范
购销行为，保障药品供应。

我省对白血病患儿
实行定点集中救治

白血病患儿全部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我省4人入选国家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省政府任免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从省环保厅
了解到，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
省大气办将聚焦秋冬季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组织开展五轮专项督察，每轮
次不少于15天。

强化空气质量预报能力建设。今年
底前，省级预报中心实现以城市为单位
的 7 天预报能力。建立快速应急联动响
应机制，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大范围重
污染天气时，相关城市根据通报提示信
息，及时发布预警，按相应级别启动应
急响应措施，并按要求实施区域应急
联动。

实行工业企业差异化错峰生产。
传输通道城市要制定错峰生产实施方
案，采暖期重点对钢铁、建材、焦化、铸
造、碳素、有色、化工、化学原料药等高
排放行业实施错峰生产，根据月度空气
质量预测预报结果，适当调整错峰生产
时间。对依法获得排污许可证、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在线监测数据真实有效
且符合现行产业政策的上述行业企业，
本着“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
的原则，按照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类
管理，实行差异化错峰生产，建立清
单，细化落实到具体生产线、工序和设
备，并明确安全生产措施，严格防止

“ 一 刀 切 ”，严 禁 不 分 青 红 皂 白 停 产
限产。

完善监测监控体系，今年底前，省
环保厅和各市、县要建成大气环境监管

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各级网格和各类污
染源的集中在线监测、全程监控和监管
指挥；排气口高度超过 45 米的高架源，
全部安装自动监控设施且数据传输有
效率达到 90%，逾期未安装的予以停
产整治；钢铁等重点企业厂区内布设空
气质量监测微站点，监控颗粒物排放与
管控情况。

聚 焦 秋 冬 季 突 出 问 题 和 薄 弱 环
节，省大气办将组织开展五轮专项督
察，每轮次不少于 15 天。重点督察市、
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
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的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情况，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研究部
署、指挥调度、协调推进和责任分工情
况。重点督察各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
门落实《河北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方案》、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方案情况；对照清单，核实散
煤治理和清洁替代、去产能和退城搬
迁攻坚、“散乱污”企业整治、机动车

（船）污染防治、扬尘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工业污染深度治理、重污染天气应
对等重点领域任务完成情况。重点督
察国务院大督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中央媒体曝光和生态环境部强化
督查交办的重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生态环境部、省政府和省大气办约谈
有关市、县（市、区）相关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省环保厅交办的群众举报涉气
重点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对专项督
察发现的问题，及时交办当地政府，要
求分类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
清单、问责清单，对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实时动态更新和办结销号管理。

对大气污染治理措施落实不力、空
气质量恶化、问题突出的地方和部门，
开展机动式、解剖式督察，提出督察建

议。对屡查屡犯、长期得不到整改等较
为突出的问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提出
问责建议。

严格考核排名。对各地秋冬季空气
质量改善和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实行月
调度、月排名、季考核。对未能完成秋冬
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的市和县

（市、区），实行区域限批，并严肃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我省2018-
2019年秋冬季第一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
行动10月10日启动以来，39个省级现场
执法组、129个市级交叉执法组、6个烟
气监测组、2个挥发性有机物（VOCs）监测
组以及专业无人机飞行组同步开展执法
检查。截至目前，各个执法组现场共检查
企业1316家，发现涉气环境违法问题
310个。

目前，驻石家庄市执法组在检查中
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其
中，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焚烧炉
未验收先投产；河北兴柏药业有限公司
阿维菌素车间发酵罐和种子罐未安装

有机废气收集装置，有机废气处理设施
排放口私自截断，大气污染物排污口不
符合规定要求，且大量工业废料露天堆
存，无任何防治措施；河北友谊颜料制
造有限公司煤场上料口未密闭，未安装
任何粉尘防治设施，部分粉尘直排；河
北浩锐陶瓷制品有限公司南料仓北侧
未采取密闭措施，部分粉尘直排，南料
仓未按要求设置喷淋设施，破碎机粉尘
收集装置不能正常运行。

省环境综合执法局负责人介绍，对
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已责令各地严肃查
处并督促立行立改。省环境综合执法局拟
对部分典型问题进行省级立案查处。

聚焦秋冬季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10月至2019年3月

我省将开展5轮大气环境专项督察

我省秋冬季首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发现涉气环境违法问题310个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郭 迎 春
记者邢杰冉）省气象台预计，10
月 16 日我省多地有小雨、部分
地区有中雨。16 日上午，中南
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
有重度霾；中午开始，上述地区
霾将明显减弱。

从降雨情况看，16 日白

天，唐山、秦皇岛、廊坊、沧
州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其他
地区多云。16 日夜间到 17 日
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
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
转多云。17 日夜间到 18 日，
西部地区多云间阴，其他地区
晴间多云。

今天我省多地有小雨
上午中南部局地有重度霾，中午开始霾将减弱

本报讯 （记者赵红梅 通
讯员许兵） 今年 10 月 16 日是
第 38 个世界粮食日。10 月 12
日，由省粮食局主办，邢台市
商务局、柏乡县政府承办，柏
粮集团协办的 2018 年世界粮
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在柏乡县柏粮小镇启动。

第 38 个世界粮食日主题
为“努力实现零饥饿”。粮食
安 全 系 列 宣 传 活 动 主 题 为

“端牢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
全”“储粮于民，利国利民”。
活动中，主办方设置了宣传咨
询台，面对农民群众宣传国家
粮食生产、流通政策，介绍粮
油健康消费知识及科学储粮技
术。活动现场还授予秦皇岛
骊都粮油有限公司、柏粮集
团董事长尚金锁等 100 个集
体和个人“粮安之星”荣誉
称号。

今日为第38个世界粮食日

我省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淑会） 日前，我
省出台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
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明
确提出，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
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可
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和执业注册。

按照该实施细则，以师承方式学
习中医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应
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在本省医疗机构连续跟师
学习中医满五年，每年跟师时间不少

于一百天；对某些病证的诊疗，方法
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经指导
老师评议合格；由至少两名执业满五
年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推荐医
师不包括其指导老师。经多年中医医
术实践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应
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具有医术渊源，在中医药
法施行前已经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
满五年的；对某些病证的诊疗，方法
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并得到

患者的认可；由至少两名执业满五年
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

实施细则还规定，经多年实践且
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应当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前向其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
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县级中
医药主管部门对登记的基本情况进行
走访调查核实，市级中医药主管部门
将核实后的人员名单和基本信息等资
料汇总后，统一报省中医药管理局备
案。2019 年 7 月 1 日以后，未经备案

者不得申请参加考核。
在执业注册方面，实施细则规定，

中医（专长）医师实行医师区域注册管
理。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
者，应当向其拟执业机构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中医药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经注册后取得《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
书》。中医（专长）医师按照考核内容进
行执业注册，执业范围为其能够使用的
中医药技术方法和具体治疗病证的范
围。同时，取得本省颁发的《中医（专长）
医师资格证书》者，可申请在本省行政
区域内，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
机构内从事中医医疗活动。持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颁发的中医（专长）医
师资格证书拟在本省执业的，可直接参
加本省组织的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
提出注册申请。

我省出台有关实施细则，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可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和执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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