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石家庄公交6路车队安全检查员王建
平出车前为车长武瑞瑞进行体温测量。目前，石家庄市
营运的91条公交线路、300多部公交车，司机上岗前均
要测温。公交枢纽站乘客上车前在检测点进行测温，主
干线路沿途站点上车的乘客由车长逐一测温后乘车。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建勋摄

▲近日，在新元高速公路石家庄市裕华路西检查口，
防控小组工作人员为司乘人员测量体温。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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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防线”防输入 公共交通防扩散

石家庄全力织密交通检疫防控网
今年将建设市重点项目350项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43 项、

现代服务业项目153项

平山深入推进环境卫生整治

河北日报讯 （记者吴培源 通讯
员王建勋、张龙） 石家庄市交通检疫
组自 1 月 29 日成立以来，迅速制定了
公路、铁路、民航、公交、地铁、客
运站等所有交通工具的检验检疫工作
指南和流程，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火车站、长途客运
站、机场、公交等高速上下站口、省
界路口、场站设置三道防线及检查点
进行检验检疫，在复工复产人员返程
的关键时期，全力做到“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构建起交通检疫防控网。

交通检疫组下设综合协调、公路
铁路、公共交通、民航火车站海关、
高速公路、应急运输保障6个专班，建
立了“日碰头”、值班值守、档案管
理、疫情协查、“日报告、零报告”、
公文签发、信息报送等7项制度，抽调
42 名同志在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集中
办公，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应急预
案、理顺工作流程、压实属地责任。
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原
则，全力做好道路及运输场站的检疫
防控工作，严防疫情扩散传播。

“三道防线”防输入。为了把好省
界、市界、出入市口“三道防线”，石家
庄市公安部门在省界、市界、高速公路
口、火车站、三环路及主要出入市口设
置了 62个检查站，其中火车站检查站 7
个，公路检查站 55 个，对车辆进行检
查、对人员进行测温。1 月 31 日以来，
根据疫情变化，又先后在晋冀交界处
原高速收费站、各高速服务区、国省干
线省界出入口、市区主要进入口、所有
火车站、机场航站楼全部设置了检查
站，实现了市域内主要交通入口检疫
全覆盖。全市“三道防线”检查站达到
134 个，其中铁路 14 个、出入市口路 26
个、高速公路 45 个、国省道和县乡道路
49 个。截至 2 月 11 日 12 时，累计出动
公安、卫生、交通人员 2.6 万人次，检查
车辆 100.6 万台次，检查人员 233.8 万人
次，筛查的发热人员已按规定移送。

公共交通防扩散。全力做好公交
车、地铁、出租车、网约车等城市公共交
通的防疫检查消毒工作。公交车严格
落实“一日一消毒、一趟一通风”规定，
并实行减少班次、合并线路、全程戴口
罩等措施。截至 2月 10日，市区运营公
交线路 91 条、车辆 335 辆，累计出动公
交职工3.94万人次，消毒4万辆次，筛查
乘客1.5万人次。在全市29个开放的地
铁站设立55个检查站和留验站，并做到
车辆、站内设施及区域每天一消毒。截
至 2 月 10 日，共出动公安人员 7448 人

次、卫生人员730人次、地铁职工1.86万
人次，累计消毒车辆300列次，检测乘客
37.4 万人次。为保障出租车、网约车安
全运营，车辆均落实“每单一消毒、每趟
一通风”、司机乘客全程戴口罩等措
施。截至 2 月 10 日，出租车、网约车设
立车辆消毒点 19 个，累计消毒车辆 6.7
万辆次。

民航、火车站、海关严把关口。石
家庄站、石家庄北站、石家庄东站、正定
机场站等14个火车站，均设置了检查站
和留验站，采取安装测温门等形式，对
进出站旅客严格进行体温筛检。截至2
月 11日 12时，共检测人员 36.9万人次，
筛查的发热人员已按规定进行了处

置。在石家庄机
场两个航站楼每
个出入口设置检
查站和留验站，配

备医护人员、保安人员，对所有进出港
及接送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检测，并加大
公共区域消毒通风力度，做到专人负
责、不留死角。石家庄机场海关克服大
雾天气和高速封路等困难，提前制定预
约通关和验放工作方案，统筹调配业务
骨干，专人值守“应急救灾物资通关保
障绿色通道”和“验放作业现场”，为企
业提供捐赠手续和物资通关“一站式服
务”，并全程跟踪关注防疫物资进境航
班轨迹，做好因天气原因航班备降等各
项应急通关准备，保障防疫物资快速通
关放行。

高速公路保运防疫。京昆京石高
速石家庄段、石太高速、西柏坡高速、太

行山高速西阜和平赞段、南绕城高速等
5 条市管运营高速公路共有收费站 26
座、服务区 7 座，截至 2 月 10 日，共设置
检疫站、隔离点各 30 个，检测车辆 32.9
万辆次。对应急防疫物资运输车辆落
实“三不一优先”（不检查、不停车、不收
费，优先通行）要求，切实做到“一断三
不断”（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公路交通不
中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中断、群众
生产生活物资不中断）。截至 2 月 10
日，共开通应急物资“绿色通道”56 条，
免费放行应急和生活物资运输车辆
2107辆。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石
家庄在全市 18 个公路客运站、14 个火
车站、机场 2 个航站楼、35 个地铁站已
全面配备全自动红外线体温检测仪，
为复工复产客流高峰期大面积筛查发
热人员提供了快捷高效的技术手段。

河北日报讯（曹永刚、李巨涛）挥扫
帚、扬铁锹，前头清扫、后边消毒……连
日来，在平山县孟堡村，当地县乡村干
部群众纷纷到各自分包的大街小巷打
扫卫生、喷洒消毒液。劳动间隙，县领导
还同镇村干部一起探讨现有蔬菜采摘
基地发展的规划。“疫情过后，我们一定
加快生产节奏，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孟堡村党支部书记肖二拴语气坚
定地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一场覆盖全县的
爱国卫生运动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悄
然展开，平山县四大班子领导带队分头
干，一边到农村、县城小区参加爱国卫
生清扫活动，一边深入调研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

平山县爱国卫生运动和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组长付红瑜介绍，
该县按照“12345”的思路推进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即县乡村组建1套专项工
作班子；突出抓好农村和社区两个防
疫重点区域；结合国家卫生城市、省
级文明县城创建和农村人居环境3方面

进行整治；在不聚集、不扎堆前提
下，组织红色物业爱卫队、农村爱卫
队、党员干部爱卫队、志愿服务队4支
队伍；打赢农村、城镇、机关企事业
单位、居民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和个人
卫生防护5个战役。同时，制定督导检
查、宣传引导、考核评比等长效机
制，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专项整治网络，以清洁的环境卫生，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推动全县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农村，对积存垃圾彻底“清零”，
新生垃圾日产日清；在城镇，对城区道
路、公园、公厕、停车场、垃圾中转站等
市政公共设施以及环卫设施进行清洁、
整理、消毒；在机关单位，清扫消毒办公

室、车辆、食堂、会场；在企业，严格返岗
人员疫情核查、配备防护物资和人员、
全面厂区消毒、严管物流车辆。

实行厂区封闭管理，采取“小班制”
轮岗，严密监测职工健康，加强环境卫
生和就餐管理……敬业集团把疫情防
控作为重中之重，成立集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系统、厂部、
车间层层严密部署，既全力保障员工生
命健康，又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稳定运
行。县有关部门与县内企业密切联系，
设立联络员，一方面指导企业加大疫情
防控工作，一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问
题和困难。

平山县一边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一
边深入到一线调研问题、问计发展。该

县制定民营经济和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等工作方案，在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统筹经济运行、脱贫攻坚、县城
建设、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各项发展，
重点做好爱国卫生运动、企业复工和森
林防火工作，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全县上下创新工作联动平台，23
个乡镇全部利用学习强国平台推进工
作，所有干部都下沉到一线，驻守乡
村出入口。全县26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驻村工作队，坚守工作一线，和村

“两委”干部一起整治环境、防控疫
情，谋划发展，积极联系春耕备播的
各种物资，为巩固脱贫成效、建设全
面小康贡献力量。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昌 通讯员陈
岩）近日，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尹村便民
信息公示墙上的一张张“红榜”，成了村
里最暖人的风景。

这家捐 100 元，那家捐 200 元，这个
党员捐口罩，那个积极分子捐手套，“红
榜”上，党员群众的每一笔捐款、捐物都
很详细。

“这面‘红榜’墙，不仅展示着俺们
村乡亲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决心和
爱心，更体现村里公开透明的工作作
风。”山尹村村民王荣霞说。

贴“红榜”是山尹村规范捐款捐物
使用管理的第一步。从村口巡查归来的
村党总支书记梁献忠从办公室抽屉里
抽出一套表。“在捐赠财物的支配方面，
我们制定了捐款入库、捐款出库、捐物
入库、捐物出库四种表格，每一笔款物
的出入库都有详细记录。”梁献忠看了
看捐款入库和捐物入库表格的最后归
总数字，“截至目前，共收到捐款 55100

元，口罩 5500 个，消毒液 25 件，一分一
厘都不差！”

在山尹村，不仅捐款捐物的账目清
晰，而且所有捐款捐物还指定了专人负
责。“村监会和村会计共同查收，指定专
人保管，任何个人或其他组织无权接收
和处置。”村妇联主席梁兰芳介绍，捐赠
钱物有严格制度管着，无论谁都要按照
规定来执行。现在，村“两委”接受的捐
赠钱物都是当天进行登记备案，隔天以

“红榜”形式对捐赠人及捐赠明细进行
公示。

捐款捐物怎么才能用到刀刃上？在
山尹村，需要动用哪些资金和物品，梁

献忠个人决定不了。“使用捐赠款物时，
要由村‘两委’干部集体研究，还需要党
总支书记和村监会主任同时签字后才
能使用，使用情况还必须在村内公布。”
梁献忠说，目前，他们村对捐款捐物的
使用，主要是口罩和消毒液等物资用于
一线执勤人员的防护和村主要点位的
消杀，每一笔物资的使用都是经过这样
的程序才能使用。

山尹村只是鹿泉区探索规范捐款
捐物使用管理行为的一个缩影。“健
全的制度、清楚的账目、完备的手续
加上群众的监督，才能确保专项款物
专项使用，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梁勇强说，阳光下做出的决
定，干部们心里坦坦荡荡，乡亲们也
会心服口服。

据介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深入推进，为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石家庄市鹿泉区出
台了《村级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接受捐款捐物的管理使用办法》，
以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管理使用方
式，规范捐款捐物行为，切实保护捐款
捐物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有效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河北日报讯 （记者董
昌） 近日，石家庄市政府发
布了今年全市重点建设项
目。2020年，石家庄市将建
设市重点项目 350 项，总投
资 6416.3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840.5 亿元，项目平均投
资规模18.3亿元。

按进度分，计划开工项
目 100 项，总投资 1144.0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12.9 亿
元；续建项目 130 项，总投
资 2480.9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527.6亿元；前期项目120
项，总投资2791.4亿元。

按行业分，战略性新兴
产 业 项 目 143 项 ， 总 投 资
1482.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46.4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
目 153 项，总投资 3542.9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47.1 亿
元；传统产业升级项目 46
项，总投资 568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69.6 亿元；农业
产 业 化 项 目 4 项 ， 总 投 资
70.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 4 项，
总投资 753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58.4亿元。

据了解，今年的全市重
点项目特点突出，整体质量
较高。从质量上看，高端高新
项目占比较大。在143项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中，高端制
造领域项目 39 项，电子信息
领域项目 24 项，新材料领域
项目 19 项，生物医药领域项

目 35 项，节能环保领域项目
15 项 ，新 能 源 领 域 项 目 11
项。其中，像机器人、电子陶
瓷封装、永磁电机等产品均
拥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从区域发展来看，产业
集聚明显。比如，高新区突
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
业特色，推进石药集团巨石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重组蛋白
高科技医药产业园一期、二
期项目，博海生物医药科研
产业基地，河北质子中心项
目等优质项目33项。鹿泉区
突出电子信息、物流等产业
特色，推进杭州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安防电子设备产业化项目、
中电科十三所同辉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多功能智慧道
路照明产业化及在智慧城市
中的应用示范项目、河北省
智慧物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
26项。

从协同发展上看，京津
产业转移项目、服务京津冀
一体化项目等突出。涌现出
一批像京津冀协作创新示范
园二期项目、北京佑仁生命
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园项目、
北京丰树现代供应链产业
园、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京津冀联创智慧谷项目、联
东U谷正定科技总部港等协
同发展项目，涉及生物医药
健康、大数据、物流等多
领域。

鹿泉区强化村级组织捐款捐物的使用管理

确保每笔捐款用途公开透明

□河北日报记者 潘文静

数九寒天，当您从严寒中回到家里，感受
扑面而来的暖意时，是否想过，是谁在为千家
万户守卫这份温暖？

近日，石家庄市军蔷苑小区地下换热站。
头戴安全帽、身着蓝制服的任晓波仔细

查看机柜上的数据，调高了二次网回水压力。
之后，他借助手电筒的光，逐一检查补水泵阀
门、循环泵阀门有无热水跑冒滴漏问题，检查
水箱水位是否正常。

任晓波是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桥西管理
处时光片区所所长。时光片区所共有16名供
热巡线员，下辖 82 个居民小区，服务区域达
420万平方米，服务居民5万余户。

此时，虽然室外温度只有1℃左右，但换
热站里的温度却达到了 30℃，几分钟后，记
者的额头渐渐沁出了汗水。

“忽冷忽热爱感冒，我和很多同事每到供
暖季总是反复感冒，大家都习惯了。”任晓波
轻描淡写地说。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任晓波都会打开电
脑，登录集团供热生产及能耗管理中心平台，
查看所辖82个小区的供热运行数据。当天一
早，他发现军蔷苑小区的二次网压力略低，立
即带上设备，前往换热站实地查看。

调高二次网回水压力，巡检一切正常后，
任晓波又到小区里进行入户调查。记者跟随
他来到居民彭大爷家走访。彭大爷家里的温
度表显示：室内温度23℃。

“大爷，这几天家里的供热还行吗？”任晓
波询问。“挺好的，一直挺热乎。今年暖气热得
早，你们辛苦了。”彭大爷回答。

任晓波告诉记者，室内温度在 20℃至 24℃之间属于室
温优良。在正常天气条件下，且供热系统正常运行时，供热
单位应确保热用户的卧室、起居室内的供热温度不得低于
18℃。

辖区的老旧小区，是任晓波的巡检重点，因为这些小区的
部分换热站设备及二次网存在年久失修等问题。离开军蔷苑
小区，他开车前往位于石家庄市金竹街上的一处老旧小区进
行巡检。路上，记者和他聊起供暖季的工作。

“现在的压力比供热初期小多了，管网运行比较平稳。
2019 年 11 月初供热试运行的时候，我忙得一星期都没有回
家，就睡在办公室里。不管什么时候接到居民反映问题的工
单，我们都会在 30分钟内与居民联系，确定上门服务时间。”
任晓波告诉记者。

这个供暖季，任晓波辖区的君晓家园出现了一次管网漏
水问题。当天20时，任晓波接到居民反映问题的电话，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从20时到第二天8时，他一直在现场指挥挖掘机
挖掘，直到准确找到管道的漏水点。

回忆起那个寒夜，任晓波说：“真冷啊，手脚冻得失去知觉
了。等第二天早上回家才发现，我的鞋已经湿透了。”

“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吗？”记者问他。
“供热这项工作和任何工作一样，想要干好都得付出辛

苦。看到每家每户热起来了，我再辛苦也值得。”任晓波回答。
到达目的地，任晓波轻车熟路地走到小区深处的排气

阀前，拧开阀门，进行管道排气作业，防止有气体阻碍热水
循环。随后，他用铁钩一个个钩开井盖，检查里面的阀门有
无热水跑冒滴漏问题。

任晓波告诉记者，每到供
暖季，供热巡线员会把辖区上
千个井盖一个个打开进行检
查。千家万户温暖如春的背
后，是每一位供热巡线员在一
线的坚守与付出。

记者从石家庄华电供热
集团了解到，春节期间，该集
团有 342 名员工坚守在供热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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