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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召开党工委委员（扩大）会议
暨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坚持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郭东）2018年
12 月 30 日，雄安新区召开党工
委委员（扩大）会议暨党工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
习省委九届八次全会、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议精神，就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扎实做好新区各项工
作作出安排部署。省委常委、副
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省委九届八次全
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不断开创新时代全面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指
明了方向。新区各级各部门要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九届八次全
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认
真谋划和扎实做好 2019 年工
作，加快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新区规划建
设，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要坚持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精心完善规
划设计，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
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要科学
有序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
行持续科学有效管控，做深做细
做实群众工作。要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旗帜鲜明、毫不动摇
地积极推进廉洁雄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贾楠）从省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获悉，2018
年，我省通过产能指标交易，化
解煤炭产能1291.76万吨，涉及
60 个关闭煤矿，筹集资金 20.6
亿余元，有效缓解了去产能企
业职工安置、债务处置等资金
问题，化解了社会风险。

我省将煤炭去产能指标纳
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交易，
把煤矿散户产能聚拢起来，把指
标购买方招过来，政府搭建出让
方和购买方平台，并对交易过程

和交易结果进行监督，探索出
“产能指标交易”市场化手段化
解过剩产能新机制。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
进一步健全交易机制，继续扩
大进场交易范围，结合我省实
际，按照“应进必进、能进全进”
原则，将自然资源、用能权、用
煤权、工业水权、排污权、碳排
放权等约束性资源纳入公共资
源统一平台交易，全面推进公
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近
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将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医疗欺诈”集中整治专项活
动，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
执业行为，维护医疗行业正常
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就医
安全。

此次集中整治专项活动将
覆盖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特别是投诉举报多、问题突
出的医疗机构以及泌尿外科

（男科）、妇科、口腔、美容、皮肤
科、健康体检等专科领域。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将根据群众投
诉举报线索，采取明察暗访、现
场取证、实地查看、人员访谈等
方式，全方位开展一次拉网式

集中整治专项活动。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重

点 治 理 六 大 行 为 ：“ 术 中 加
价”，即以不正当手段在病人
手术过程当中要求甚至胁迫
患者增加手术费用的行为；价
格欺诈，即利用虚假或者使人
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群众接
受 诊 疗 服 务 的 行 为 ；虚 假 诊
疗，即虚构病症、伪造检验报
告、捏造手术项目等虚假医疗
行为；过度诊疗，即无意义诊
疗、无必要手术、无指征用药
等明显超过正常诊疗需要的
行为；雇佣医托，即雇佣人员
欺骗引诱甚至强迫患者前来
就医的行为；误导招揽，即采
用各种手段进行虚假宣传、误
导招揽患者的行为。

本报讯（记者高珊）为进一
步加强对英雄董存瑞名誉保护，
传承和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
义精神，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张家口市怀
来县检察院、承德市隆化县检察
院共同商讨签署《英雄董存瑞军
地跨区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实施
办法》。

近年来，互联网上恶搞、恶
毒攻击、诋毁、丑化战斗英雄董
存瑞的光辉形象以及歪曲、编造
历史事实的现象时有出现。该
实施办法的签署，确定了英雄董

存瑞出生地、牺牲地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的司法管辖权，并且
进一步明确了军地协作司法保
护英雄董存瑞的基本原则。对
英雄董存瑞名誉荣誉的司法保
护由过去的一地保护变成了军
地、跨区联合保护，初步形成了
出生地、牺牲地、战斗地和军队
所在地检察机关共同保护的大
格局。此举开创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以来
英烈军地跨区司法联合保护的
先 例 。 据 悉 ，该 实 施 办 法 于
2019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去年我省通过产能指标交易
化解煤炭产能1291.76万吨

我省将集中整治“医疗欺诈”
重点治理“术中加价”、价格欺诈、虚假诊

疗、过度诊疗、雇佣医托、误导招揽六大行为

军地检察机关签署跨区司法保护实施办法

加强对英雄董存瑞名誉保护

通 过 河 北 省 政 企 服 务 直 通 信 息 化
平台，458家工业企业反映问题624个

企业反映的609个问题已办结

我省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214项活动丰富群众“双节”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曹铮）日前，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
视局、省文联、省作协联合下发通知，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省广泛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活动期间，我省将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
作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作推出一批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高质量文化产品，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内涵丰富的文化
活动，将欢乐和文明送到千家万户。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组织文化文艺
小分队下基层，赴村镇社区、军校军营、
工矿企业等演出节目、放映电影、送图书
报刊，开展培训、讲座、结对辅导等；开展
系列惠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
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文化馆、图书馆、青少
年宫、工人文化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以及新华书店等国有文化单位，举办展
览、文化普及、阅读活动等；组织开展各
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发动地方戏曲

演唱演奏、舞蹈曲艺、民间技艺、民俗艺
术、游艺联欢和书法、美术、摄影创作，以
及花会、灯会、赛歌会、票友会、秧歌会、
舞龙舞狮等自娱自乐的文化文艺活动；
创作生产适合城乡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
产品，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台和网站推出
小品、相声、影视剧、综艺节目、联欢会、
网络视频等节日文艺节目。

活动期间，各级文艺院团、作家艺
术家协会等文化单位将到基层进行慰

问演出、送戏下乡、文化帮扶、辅导交流
等活动，包括省河北梆子剧院下基层演
出新编剧目《大青衣》、省心连心艺术团
走进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乡前清演出、
省作协小分队“送文学下基层”公益讲
座等活动，共计214项。据悉，整个活动
持续至 3 月，将大大丰富基层群众“双
节”文化生活，特别是惠及我省国家级
贫困县辖区内的所有乡镇，为贫困地区
百姓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

盘点元旦假期

本报讯（记者贾楠）元旦假日期
间，全省生活必需品货源供应充足，商
品品类丰富，需求旺盛，市场总体运行
态势良好，主要商品价格运行平稳。

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 3.73 元/公
斤，下跌（与节前相比，下同）1.84%，平
均零售价格 5.33 元/公斤，环比持平。
由于天气寒冷，本地蔬菜产量和品种

逐步减少，产量下降和运输成本增加，
蔬菜价格有所上升。

水果平均批发价格 5.52 元/公斤，
上涨 0.18%，平均零售价格 7.63 元/公
斤，上涨1.46%。寒冬季节本地水果上
市种类、数量有限，水果市场主要依靠
南方水果支撑，整体价格呈现向上攀
升态势。

肉 类 平 均 批 发 价 格 42.82 元/公
斤，下跌0.67%。其中鲜猪肉平均批发
价格 19.58 元/公斤，上涨 4.32%，平均
零售价格 28 元/公斤，下跌 0.39%；牛
肉平均批发价格 53.67 元/公斤，下跌
0.65%，平均零售价格 58.4 元/公斤，环
比持平；羊肉平均批发价格 55.21 元/
公斤，下跌1.66%。

鸡蛋平均批发价格 8.18 元/公斤，
下跌 0.49%，平均零售价格 8.9 元/公
斤，下跌 0.34%。粮食平均批发价格
4.86元/公斤，平均零售价格5.13元/公
斤。食用油平均批发价格 13.7 元/公
斤，平均零售价格 15.8 元/公斤。全省
蛋类粮油市场供应充足，供需平衡，价
格平稳。

全省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本报讯（记者贾楠）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元旦假期，全省共接
待游客 417.14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31.5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15%和28.01%。

“旅游+文化”深度
融合，节庆活动好戏连
台。元旦假期，以“多彩
动漫、产业融合、共赢未
来”为主题的2018国际
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暨

“动漫河北”活动在石家
庄举行，1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18 名嘉宾参会，
170 多家国内外动漫游
戏企业参展。万余名省
内外群众，趁着假期兴
致勃勃地进行了观展。

体验式新业态旅游
产品受追捧。第三届省
旅发大会重点打造的丰
宁中国马镇项目，元旦
假期举办了“马镇冰火
节”，推出了高山滑雪、
雪地卡丁车、冰上碰碰
车等多个冰雪体验项
目。涉县各景区精心谋
划设计节庆活动，举办
了娲皇宫“登高迎新”

“当一天八路军”体验
活动。

冰雪游、温泉游呈
现新亮点。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滑雪场举
办了“2018-2019 跨年晚宴”活动，多乐美
地滑雪场举办了“雪地相扑”“愤怒的小鸟”
及“雪地 K 歌”等活动，银河滑雪场举办了

“卡通人物闪跳”及“随时拍”活动，长城岭
滑雪场开展了“元旦滑雪赠送优惠季”活
动，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

自驾游、自助游持续火爆，亲子游、都
市游主导市场。元旦假日期间，游客大多
选择自驾、自助游，亲朋、全家结伴出游成
为假日客源市场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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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旅游受追捧

元旦假期四百余万人次游河

北
本报讯（记者贾楠）元旦假期，石

家庄市文化旅游市场火爆，古城游、
民俗游、红色游、冰雪游、温泉游、都
市游、工业游、乡村游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旅游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假
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 66.7 万人次，
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5 亿元，同比均呈

大幅增长。
元旦假期，正定县推出了元旦民

俗文化活动，为游客送上了文化味浓
郁的旅游大餐。西柏坡纪念馆人潮涌
动，人们在这里追寻前辈足迹，重温西
柏坡精神。沕沕水冰瀑旅游文化节以
冰瀑为特色景观，夜幕降临，在五彩灯

光的照射下，冰瀑更添神秘色彩，犹如
一座童话世界的不夜城。同时，人们
在白鹿温泉、国御温泉、西部长青温泉
谷、天山海世界等地，尽情享受着假日
的乐趣。许多市民和游客走进省会勒
泰中心、万达广场、北国商城等城市综
合体，看电影、吃美食、快乐购物。

本报讯（记者孙也达）元旦假期，
秦皇岛市接待游客 11.42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0.21%。冰雪和温泉游成旅
游市场新亮点。

渔岛、阿尔卡迪亚等温泉项目，老
君顶、紫云山、冰糖峪等冰雪项目，成为

假期旅游市场新宠。同时，秦皇岛市紧
紧抓住游客文化休闲的需求，举办了涵
盖新年音乐会、送文化下乡、非遗产品
展销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海港区
举办了“天女小镇冰雪嗨翻天活动”，开
展冰上大秀、亲子游戏等活动。求仙入

海处举办了油纸伞文化艺术节等特色
活动。北戴河区举办了“第十七届冬欢
节”，在北戴河集发农业梦想王国，开展
了集滑雪、戏雪互动、特色美食等多项
大型活动。广大游客和市民玩冰、戏
雪，尽情享受假日乐趣。

石家庄 文化旅游餐饮市场火爆

秦皇岛 冰雪和温泉游成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杨玉）近日，省住建厅
印发《关于承德市尚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违反规划审批内容建设案等 32 起
典型违法案件的通报》，对相关企业和
个人进行行政处罚。

根据通报，因违反规划审批内容
进行建设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有：
承德市尚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秦
皇岛达润置业有限公司、荣盛房地产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澳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华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衡水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因 未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违法建设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有：
张家口市桥东区保障性住房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大好河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家口大为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沧州中自智能装备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河北文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河北耀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唐山亿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
山温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水隆泽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未办理施工许
可证擅自开工建设受到行政处罚。

石家庄市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张家
口全明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怀安县
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建设有
限公司、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定
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沧州宏鑫机械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发生安全事故受
到行政处罚。

通报的案件还有，廊坊市海润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使用施工
设计文件、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未按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未对建筑
材料检验案，廊坊市元弘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组织
施工案，定州市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
案，承德市远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违法预售商品房案，石家庄环能货物
运输有限公司渣土车路面遗撒案，唐
山万富合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损
害侵占城市道路案，定州市恒基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遗撒案，邢台市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
施案。

通报的个人典型违法案件有，王崇
俊因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员职责
造成安全事故案，王智冬出借二级建造
师证书案。

我省通报32起建设领域典型违法案件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
讯员郝赫）日前从省工信厅获
悉，自“双创双服”活动开展以
来，全省工信系统统筹运用各级
领导包联机制和服务平台信息
化手段，做到线下线上相结合，
确保企业问题“件件有回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12月14日，河北省政企服务直通
信息化平台共接到458家工业企
业反映的问题624个，已办结609
个问题，问题解决率达 97.6%，
其余15个问题正在处理中。

各县（市、区）四大班子领
导包联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共反映问题 5190 个，已办结反
馈4788个，办结率达92.3%。

同时，各市按照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建立重点企业联系
服务“五个一”工作机制的通
知》要求，将联系服务企业“五
个一”工作机制作为开展“双创
双服”活动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
前，11 个设区市和定州、辛集
市，以及各县（市、区）共召开企
业家恳谈会 1725 次；各县（市、
区）领导班子成员到企业组织
召开现场办公会 2982 次；各县

（市、区）共组织各种形式的银
企对接活动、会议779次；11个
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市全部建
立了企业应急基金，总规模超
过40亿元。

我省超额完成去年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从省人社厅
获悉，2018 年以来，省人社厅全力做好
稳就业工作，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86.81 万 人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105.87%，失业人员再就业 24 万人，困

难人员再就业10万人，均已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 3.15%，
保持在较低水平。

为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我省制
定出台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去产能
职工安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职
工安置工作，全省拟分流职工 18182
人，已完成安置 13308 人（廊坊市洸远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拟分流职工 4874
人，因暂未停产人员尚未安置）。为
79 家企业发放援企稳岗补贴 2.27 亿

元，为 3.64 万名职工发放技能提升补
贴 5688.1 万元。扎实推进“双创双服”
专 项 活 动 ，培 育 创 业 就 业 孵 化 基 地
280 家；牵头“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工
程”，培训 52.33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123.13%。

在就业扶贫方面，省人社厅开发全
省就业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实名制
台账，实行“一人一卡”跟踪服务，开展
技能扶贫培训和技能脱贫千校行动，与
京津鲁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完善省市、
市县、县县劳务对接机制，多渠道促进

贫困劳动力就业。目前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 30.8 万人，已实现就业 21
万人。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举
报投诉案件联动处理平台，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共处理工资类案件 2890
起，为 5.23 万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 5.4
亿元。制定印发《关于构建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的意见》，实施治
理欠薪“冬病夏治”工程。开展模范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工业园区评选，
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建
设。评选 50 家劳动保障守法诚信优
秀等级企业，曝光 15 家存在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用人单位，将 5 家问题
严重企业列入“黑名单”实施多部门联
合惩戒。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
全 省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86.81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105.87%

元旦假期元旦假期，，游客在承德避暑山游客在承德避暑山
庄湖区的冰面上享受驾驶冰车的乐庄湖区的冰面上享受驾驶冰车的乐
趣趣。。 记者记者 田明田明 通讯员通讯员 李萌摄李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