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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省会“吕建江式
好民警”评选揭晓

建微信群、开网络直播⋯⋯今年6月起，清河县创新健康知识宣传平台“心连心”课堂
的载体和内容——

打造指尖上的健康微课堂

（一）行业性社团（5个）

衡水市保险行业协会

河北省矿业协会

石家庄市保险行业协会

廊坊市保险行业协会

河北省质量文化协会

（二）学术性社团（2个）

邢台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河北省医师协会

（三）联合性社团（1个）

河北省企业经济发展服务促进会

（四）社会服务机构（4个）

邯郸少林智勇武术院

保定市光明职业培训学校

沧州市浩洋残疾人康复中心

邯郸丛台中医社区医疗康复中心

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公示
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2010〕39号）、《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北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和《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度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冀民〔2018〕8号）精神，现

将2018年度66家3A(含)级以上社会组织予以公示。公示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
监督电话：0311-85336898 0311-85231687

河北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
2018年12月24日

（一）行业性社团（6个）

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

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

河北省仪表行业协会

沧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保定市物业管理协会

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

（二）学术性社团（2个）

河北省环境科学学会

河北省烟草学会

（三）联合性社团（7个）

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衡水市企业发展促进会

邯郸市太极拳运动促进会

河北省老年健康产业协会

河北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保定市企业家协会

沧州市义务工作者协会

（四）社会服务机构（12个）

石家庄德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阜城县德隆职业培训学校

邯郸明仁医院

唐山利康医院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众康生老年公寓

河北外国语学院

任丘市华油养老康复中心

河北美术学院

石家庄白求恩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保定市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

唐山福星公寓

（五）基金会（1个）

河北省君乐宝公益基金会

5A级社会组织（28个）

4A级社会组织（12个）

（一）行业性社团（7个）

河北省会展业协会

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

衡水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唐山市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商会

河北省建筑市场发展研究会

衡水市信息产业与软件协会

河北省汽车后市场企业服务商会

（二）学术性社团（2个）

河北省血管健康与技术协会

河北省老年医学会

（三）职业类社团（1个）

邯郸市国际跳棋协会

（四）社会服务机构（15个）

峰峰矿区滏北职业培训学校

梁河下释慧医院

大厂幸福学校

丛台区阳光育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

鸡泽园区医院

衡水市福寿康养老院

曲周县兴国小学

衡水市桃城区幸福园托老院

临漳怡康医院

衡水东方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

丛台区蓝天双语艺术幼儿园

衡水市爱心康复托老院

衡水市桃城区社区老年公寓

黄骅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邯郸曲周天运学校

（五）基金会（1个）

河北省慈惠癌症防治基金会

3A级社会组织（26个）

□记者 高 珊

近年来，随着农村机动车数量逐年增
加，交通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今年 6
月，邯郸市依托人保财险公司乡镇营销部，
组建了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协理站，较
好地解决了以往出警时间长、理赔不方便、
群众往返跑等问题，打造了农村交通事故
快处快赔新平台。

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率

“赵辛线与 318 省道交叉口附近发生
交通事故，请马上处理。”11 月 22 日 9 时
许，邯郸市永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大北
汪交通事故协理站协理员曹云峰接到任务
后，快速赶往事故现场。不到 20 分钟，曹云
峰就处理完了这起交通事故，道路恢复畅
通有序。

大北汪镇位于邯郸市永年区北部，在
协理站设立以前，交通事故发生后，要由区
交警大队民警处理，从区里赶到现场至少
要半个小时，遇到雨雪天气或者堵车，时间
还要更长。

“区交警大队民警对乡镇道路不熟悉
的话，找到事故地点也很费时费力。”邯郸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贾志光告诉记者，他们
通过调研，发现农村道路事故出警时间长
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是该市就探索建立了
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协理机制。

贾志光介绍，邯郸市依托人保财险公
司乡镇营销部，在全市农村区域组建了 48
家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协理站。每站聘
请 3—5 名当地营销工作人员为交通事故
快处协理员，配备快处协理机动车、电动
车，对简易程序及以下交通事故先期进行
勘查和理赔，对简易程序事故就地进行现

场调解，实现了交通事故的就近处理。

简易事故网上理赔“一次办”

12 月 7 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大北汪
交通事故协理站，协理站内的工作人员小
张正在办理一起交通事故理赔业务。

“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均在本省投保
车辆保险，事故发生后，选择通过手机客户
端处理的，可以依照提示上传证据资料后，
申请‘保险报案’，我们在接收到当事人的
事故信息后，一般可在 3 日内实现理赔款
项到账。”小张向记者介绍说。

小张所说的手机客户端，指的是“交警
在线”手机APP。针对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
故，协理员可指导当事人使用交警在线
APP 快速处理，事故当事人在完成事故现
场拍照、上传后，能够自行协商认定责任
的，由当事人自行认定责任；不能协商认定

责任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请求
交通警察在线远程指导认定事故责任。当
事各方均在本省投保车辆保险的，有责方
当事人可以选择“在线报案”，保险公司认
可当事人获取的事故信息，并建立绿色通
道，提供快捷的理赔服务。

“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除了出警时间长
以外，还存在理赔不方便、群众往返跑等问
题。”贾志光介绍，以往民警到现场进行定
损后，当事人要拿着材料再到保险公司进
行理赔，一来一去总要花费三五天时间。为
了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邯郸市在建立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协理
站的同时，也在同步推行交通事故纠纷“网
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

“协理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引导当事人
下载安装使用交通事故快处手机 APP，按
照操作提示上传事故现场照片后，即可实
现在线的责任认定，真正实现理赔网上办、
一次办。”贾志光告诉记者。

据介绍，自今年 8 月推行交通事故纠
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以来，邯郸
共办理网上处理损害纠纷赔偿事故 360
起，当事人均实现了 3 日内领款，处理事故
满意率达100%。

邯郸组建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协理站

为农村交通事故处理提速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12 月 18 日，2018 省会
“吕建江式好民警”评选揭晓，石家庄市公安局桥
西分局吕建江警务站王永辉获得“吕建江式好民
警”特别荣誉奖，孙新华等10人获“吕建江式好民
警”称号。

据了解，该活动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主办，从 6
月初启动，受到省会各界群众的高度关注，累计参
与投票人次将近200万。在组织推荐、群众推荐、
个人自荐的基础上，20 名优秀民警入选省会“吕
建江式好民警”候选人。经媒体事迹展播、群众网
络互动、专家团评议，最终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
局振头派出所民警孙新华、轨道分局一号线派出
所李树伟、裕华分局槐底派出所张雪峰、交管局长
安交警大队于江、高新区分局湘江大道派出所魏
丙存、新华分局省二院警务站刘希昌、长安分局长
征街派出所吴海坡、交管局车辆管理所互联网业
务办理中心温培培、元氏县公安局因村派出所赵
健、新乐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贺永茁10名同
志获得2018省会“吕建江式好民警”称号。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12月21日，记者从省红
十字会获悉，我省安东起、安金巧、曹翃祥、查志强
等106名志愿者被评为中华骨髓库五星级志愿者。

为进一步推动中华骨髓库的志愿服务工作，
中华骨髓库国家管理中心与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开展了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五星级志愿者评选工作。据介
绍，这些五星级志愿者都是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
骨髓库等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中登记注册并积极参
与捐献造血干细胞相关志愿服务的人员。省红十
字会要求，各地以五星级志愿者为榜样，建立和完
善专业性较强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体系，
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省106人获评中华
骨髓库五星级志愿者

□记者 张淑会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
2008 年，清河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心连心”课堂，定期组织医
疗专家深入农村宣讲，向广大群众宣传优生优育优教、生殖健康
等知识。

虽然这一形式深受欢迎，但由于受时间、地点、参加人数等因
素限制，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健康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从
今年6月起，清河县创新“心连心”课堂的宣传载体和内容，探索建
立县、乡、村三级平台微信群和“心连心”微信直播课堂，把健康知
识送进千家万户。

12 月 7 日 19 时许，清河县东赵庄村村
民崔福长刚刚吃完饭，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手
机，点击进入了清河县“心连心”微信直播课
堂微信公众号。为了观看这个直播，崔福长
专门让儿子给他换了部可以看视频的智能
手机，不仅学会了看直播课堂，还可以用微
信查看、咨询各种健康知识。“现在，每到周
五晚上，看直播课堂成了我的必修课。”

“你看，离直播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
呢，可关注直播课堂的‘粉丝’就好几千了。”
崔福长边说边在留言区和大家交流起来。

“心连心”微信直播课堂缘何如此受关
注？用崔福长的话来说就是“很实用”。他
告诉记者，刚开始时自己并没太在意，只
是偶尔凑个热闹。后来，他发现，直播课
堂的老师都是县里和当地小有名气的医
生，讲的内容也都是非常实用的健康科普
知识。“我血压高、血糖高，但一直控制不
好，平时也不是很注意。”崔福长说，通过
直播课堂，他了解了不少有关高血压、高
血糖防治方面的知识。

“心连心”微信课堂的直播间设在清河
县卫生计生局三楼会议室。12 月 7 日晚，不
到19时，直播课堂的主讲老师和主持人就赶
到了现场，开始做直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县中医院肛
肠科副主任张海啸，和大家聊一聊‘减少肛
门病痛，呵护‘出口’的有关知识。”19 时 40
分，直播正式开始。张海啸从痔疮为什么高
发，痔疮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如何防治等方
面，给大家进行详细讲解。

张海啸讲得生动有趣，引得听课“粉丝”
不断增长，短短半个小时的讲课，最终吸引
了3万余人线上听讲。

在“心连心”微信直播课堂留言区，“粉
丝”们也非常活跃，不断有人发来问题，进行
咨询。

清河县卫生计生局局长张中山介绍，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来的“心连心”课堂的形
式和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群众需求。从今年
6月22日起，他们将“心连心”课堂搬到了网
上，组织县里有名气的群众认可的专业医
生，结合广大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在每周五
晚上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座。

记者在“健康新清河”微信公众号上看
到，直播课堂每周五晚 7 时 40 分准时开播，
目前已经播了 25 期，内容包括“三减三健”

“防治肠胃炎”“脑中风那些事”“吸烟有害健
康”“糖尿病——甜蜜的烦恼”等，每期都有
几万人收看。

微信直播课堂每期都有几万人收看

“心连心”微信直播课堂，是清河县乡村
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平台开展的活动之一。为
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
清河县从今年5月开始，探索构建了健康新
清河县级运行平台、乡镇级健康“心连心”服
务平台、村级健康“手拉手”服务平台。

“三级网络平台分层建有各自的微信
群，群成员有县卫生计生局工作人员、县级
医疗卫生专家、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家
庭医生，更有广大农民群众。”张中山介绍，

“心连心”课堂与平台上所有微信群实行无
缝对接。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了329个微信群，入
群群众已达12万余人，覆盖了322个村、5万
多个家庭，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在微信群里。张
中山解释说，这个网络平台的服务模式是工
作任务层级传递，健康服务互动运行。

“通过三级网络平台，县里向广大群众提
供健康知识等服务内容，瞬间就可走进每个
家庭，辐射到每个群众。”清河县卫生计生局
宣传科科长许英华说，各级平台都设有信息
员，专门负责收集群众的健康需求、意见或建
议，然后逐级上传。“最后，我们宣传科会及时
将这些意见建议交给相关机构处理，并定期
对办理情况进行督导，回应群众关切。”

除了县级网络平台，在乡镇级平台上，乡
镇卫生院会及时公开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扶
贫、家庭医生签约等进展情况，发布特色医疗
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的技术特长、个人电话等。
群众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和医生进行交流互
动，医生就可对小病进行诊断、用药。而在村
级层面上，乡村医护人员在完成县、乡镇安排
的任务外，则会主动增添自选动作，根据群众
的实际需求，发布健康服务信息和政策。

“过去，每年一到体检的时候，我们就要
挨家挨户敲门通知，一下午只能通知 30 多
人。有时候还要不停地打电话。”清河县解庄

村村医刘树君说，有了三级平台，不仅可随
时向群众宣传健康知识，而且发布活动通
知、组织医生下乡的义诊信息等，都可第一
时间通知到户，非常方便。

清河县尹豆坞村村民董文花今年60多
岁，前一阵在家里突然感觉头晕，她的家人
立即在村里的微信群描述了老人的症状，负
责管理该村微信群的家庭医生顾兴玲看到
这一消息后，及时做出初步诊断，并迅速联
系了县中心医院，对老人进行了医治。

“随着健康宣传的深入开展，健康自我
管理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张中山介
绍，活动还使基层医生的服务理念得以转
变，工作热情高涨，群众的获得感和对医护
人员的满意度都有所提升。

329个健康服务微信群覆盖5万多个家庭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员张立军）从玉田
县公安局获悉，近日，玉田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跨
越河北、上海、安徽、山西、湖北、江苏等 6 省市作
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破案20余起。

据警方介绍，11 月 20 日，玉田县公安局接到
了玉田县某村小王报案，称他迷上了一款名为“问
道”的网络游戏，花了 9000 元押金在网上购买虚
拟装备。很快，价值200余元的所谓装备“到货”了，
但当他想要索回押金时，已被对方踢出微信群并
拉黑。了解案情后，警方展开了侦查，确定湖北省
荆门市东宝区子陵镇钟某有重大作案嫌疑。12月4
日，办案民警赶赴湖北对犯罪嫌疑人钟某实施抓
捕。据钟某交待，上海市的柳某与安徽省的吕某也
参与了诈骗活动。12 月 11 日，办案民警分赴上海
和安徽对犯罪嫌疑人柳某和吕某进行抓捕，在对
犯罪嫌疑人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分析研判时发现
山西和江苏也有多名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吕某、柳
某、钟某在大量证据面前，交待了自今年9月份以
来在互联网“问道”游戏中先后20余次骗取玩家钱
财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吕某、柳某、钟某
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警方提示，游戏玩家购买装备要登录正规官
方平台，在作出转账或者消费决定的同时应向官
方进行了解，时刻绷紧防范之弦，谨防电信网络
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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