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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仚生在调度秦皇岛市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根据省委和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2 月 17
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
生以视频会议形式对秦皇岛市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调度。会议听
取了秦皇岛市有关工作情况汇
报，就下步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董仚生指出，秦皇岛市各级
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董仚生要求，要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严密群防群治
各项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提高
收治率和治愈率，最大限度降

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要正确处
理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
作关系，重点支持民生保障类
特别是涉及防疫物资生产经营
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抓好安全生产。要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做好重点
项目的前期谋划和准备工作，
把握好时间节点，结合产业结
构调整，认真开展项目评估，以
第三产业、康养业、旅游业、现
代物流业及科技含量较高的企
业为重点，坚持可持续发展。
要扎实开展“三创四建”活动，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重
点部位万无一失；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推动平安创建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通讯员
费彬）为切实减轻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缴
费负担，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近日，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0年度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调整工作的
通知》，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
制，调整费率浮动区间和浮动标准，减少
费率上浮单位户数，增加费率下浮单位
户数，进一步降低参保单位缴费费率。

通知根据 2019 年度各参保单位工
伤保险缴费和使用情况，明确了2020年
度各参保单位的缴费费率核定办法。
其中，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11个
月以上的市（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张
家口、邢台、衡水、定州、辛集市和省本
级），参保单位 2019 年度工伤保险费支
缴率小于 20%的下浮二档，按基准费率
的50%执行；支缴率大于等于20%、小于
40%的下浮一档，按基准费率的 80%执
行；支缴率大于等于 40%、小于 70%的，
按基准费率执行；支缴率大于等于70%、
小于 100%的上浮一档，按基准费率的
120%执行；支缴率大于等于 100%的上
浮二档，按基准费率的150%执行。

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0 个

月以下的市（唐山、邯郸、承德、沧州、廊
坊市），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
则，2 月底前确定 2020 年度费率调整方
案。如出现基金支付缺口，则动用基金
结余弥补。

此外，继续执行煤炭、钢铁、水泥、
玻璃、焦炭、火电等六类行业企业去产
能降费政策，按其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缴
纳工伤保险费，只能下浮不得上浮。

根据通知，2020年度费率浮动执行

时间，全省统一为2020年2月1日起。各
设区市使用全省统一的工伤保险省级统
筹信息系统进行费率浮动调整工作，不得
线下操作。3月底前各设区市将本地费
率浮动调整工作情况书面报省社保局。

减轻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缴费负担，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2月起我省进一步降低工伤保险缴费费率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为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延缓缴纳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下简称社
会保险）费工作，日前，省人社厅、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共同
印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延缓缴纳社会
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通知，因受疫情影响，我省用
人单位和参保人员未能在 2月份办理
参保缴费业务的，可延长到 3 月份办
理或补办，在 3 月底前完成缴费的，2
月份、3月份不产生滞纳金。此外，我

省对部分行业参保单位缓缴不超过 3
个月社会保险费。通知明确，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住宿、餐
饮、会展、商贸流通、教育培训、文艺演
出、影视剧院、冰雪体育等行业的参保
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可对已申报核
定的当月应缴社会保险费申请缓缴。
缓缴期限从社会保险费费款所属期次
月计算，最多不超过3个月。即3月份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缴费期限最多
延长到6月底；4月份应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缴费期限最多延长到7月底，以

此类推。暂缓缴费期间，免收滞纳金，
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参保
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传真等

“不见面”方式，向参保地人社部门养
老保险行政机构提交《社会保险费缓
缴申请表》。各级人社部门养老保险
行政机构将明确专人负责，统一受理
各险种缓缴申请。从本通知下发之日
起即可受理，受理时间截止到疫情结
束后次月。受理结果将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及时反馈参保
单位。

疫情防控期间

我省社会保险费可延缓缴纳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郭晓
亮 记者张淑会）2 月 17 日 15
时，河北支援湖北第二批防疫
工作队在省疾控中心集结完
毕，简短的出征仪式后，10名防
疫队员于17时许乘火车前往武
汉市，协助当地开展流调排查
和巡回督导工作。

2 月 16 日，根据全国防控
新冠肺炎工作总体安排，国家
卫生健康委决定从各省疾控机
构抽调选派一批防疫人员，充
实到湖北省各地疾控中心，对
口支援当地开展流调排查和巡
回督导工作。接到任务后，省
疾控中心迅速从国家突发急性
传染病防控队（河北）队员中遴
选了10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组建了河

北支援湖北第二批防疫工作
队。工作队队长由省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韩旭担任。韩旭是
一位 80 后流行病学专家，曾作
为世界卫生组织短期顾问，在
塞拉利昂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
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长期坚守一线，与病毒近身
交锋，组织开展了流行病学调
查、实验室检测、防控方案起
草 、基 层 人 员 培 训 等 多 项 工
作。其他队员也都是各自单位
的业务骨干、岗位能手，多次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
演练中表现突出。

据介绍，1 月 31 日，省疾控
中心还按照国家有关要求，派出
了一支应急检测队伍，支援湖北
神农架林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河北支援湖北第二批防疫工作队出征

10名防疫人员驰援武汉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消毒、排查、测体温、登记信息……
这里是邢台经济开发区沙河城镇东九
家村的一个疫情防控检查点，截至2月
15日，张家浩和 10多位镇村干部已在
这里值守十几个昼夜了。

“家浩是我们这个点上年龄最小
的志愿者。”东九家村党支部书记郭付
印竖起大拇指，“甭看年龄小，他干起
活儿来比我们都利索。”

张家浩生于 1998 年，打小生活在
东九家村。妈妈杜立花在村口开了一
间摄影室，紧邻检查点。

“我爸爸生前是一名军人，2003年，
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家里珍藏
着很多他的荣誉证书、奖章。2004年，爸
爸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张家

浩的爸爸在部队是一名报道员。张家浩
拿出一大摞报纸：《聚焦小汤山——
空军医疗队阻击 SARS 群英谱》《笑对
非典》《非典时期的典型瞬间》……这
些新闻作品皆出自他爸爸之手。

张家浩从小有一个军人梦。现
在，他是国防大学某学院大四学生。
2019 年，他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眼见
疫情汹汹，他想到爸爸当年壮举，决定
为村里的疫情防控出把力。

“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家里头遇
到困难，乡亲们都挺帮忙。”张家浩是个
懂得感恩的孩子，他主动找到郭付印：

“现在村里有困难，我得跟大家一起干！”
张家浩不惧危险挺身而出，让郭

付印感动不已：“这孩子浑身都是正能
量！”确认无任何闪失后，他给了张家
浩一张“疫情防控安全员”标牌，家浩

正式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东九家村是沙河城镇最大的行政

村，有近 3000 口人，交通便利，人流量
不小。检查点 24 小时轮流值守，年轻
的张家浩精力旺盛，一盯就是一天。

村里一天两消毒，张家浩背起喷
雾器认真喷洒，不放过一个角落。

村民进出要登记，张家浩问清信
息，一丝不苟。

他还从家里搬来了凳子，拎来了
热水。他的妈妈还把家里的口罩也捐
了出来。

每天奋战在又苦又累的抗疫一线，
图个啥？张家浩说：“我相信这一切，爸
爸都会看得见。他会为我骄傲。”

儿子主动请缨，早出晚归，杜立花
内心甚慰：“他也是个英雄，就像他爸
爸当年抗击非典时的模样！”

90后大学生张家浩主动加入疫情防控队伍

“我要像爸爸那样做个英雄！”

张家浩（左）正在给村民测量
体温。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院红摄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李佳泽
通讯员 李院红摄制

衡水市公安交警支队民警张振宁驻守检验站20多天

把“家”安在前沿阵地上

出征仪式现场，队员靳飞与同样从事疾控工作的妻子告别。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 通讯员
赵秋承）大广高速桃城出口，一辆车，
两床军被，这是衡水市公安交警支队
民警张振宁临时的“家”。

从正月初二开始，张振宁就将
“家”安在了这个疫情防控最前沿的阵
地上。

张振宁家在石家庄，2017 年转业
到衡水市车管所。妻子在石家庄神威
药业工作。儿子正读高二，学习正是
较劲的时候。

疫情就是命令。今年大年三十，
妻子闻令返岗，连夜复工，年都没在家
里过。正月初二，车管所民警奉调驻
守市区周边高速口。张振宁拉上两条
军被，星夜驾车返回衡水，毅然把“家”
安在大广高速桃城出口上。

这是一辆二手别克轿车，除了两

床军被外，还有洗漱用品、一双碗筷。
每次下班后，张振宁尽量放平副驾驶
靠背，勉强蜷缩在狭窄的车身里，薄薄
的铁皮挡不住野外的透骨严寒，“家”
并不舒适温暖。“裹着两条被子也会半
夜冻醒，打开空调取取暖。”

张振宁把守口的任务看得重如泰
山：“检验站就是‘外防输入’的一道闸
门，能不能守住，关系着全城几十万老
百姓的安全。”每天，他和同事们一点
不敢懈怠，一边拦停上下高速的车辆，
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检验，一边快
速采集车辆行驶轨迹和司乘人员详细
信息。

春节过后，衡水接连下了三场
雪。在冰天雪地里轮换值守，不少同
事冻得流鼻涕、脸通红。张振宁站了
出来，把尽可能多的担子扛在肩上。

“我当过兵，身体底子好，你去车里暖
和会儿。”“我‘家’就在这儿，反正是一
个人，我替你顶会儿。”这是张振宁“守
门”后，对同事说的最多的话。

从正月初二起，在20多天时间里，
张振宁衣不解带，像钉子一样牢牢钉
在疫情检验站上。白班8个小时，夜班
12 个小时，自己的班张振宁从头干到
尾，同事生病有事，他就自动顶上去。

“那三场雪，振宁每次都站在漫天
飘舞的雪花里，有的是他自己的班，有
的是替别人。”衡水市车管所所长李立
明说，“他身体挺壮实，就因为疫情防
控，天天待在风口上，今年把脚冻了。”

疫情不退不回“家”，这是张振宁
的决心。“我原来是军人，现在是警察，
疫情不退，我的坐标就定在这儿，挑起
自己那份责任。”

□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

“我公司已经全部复工了。但是因为
公司距离市区12公里，现在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班车停运，员工上下班不便……”

“这个问题请运管处马上落实，协
调开通定制班车。”

2 月 16 日上午，由邯郸市交通运输
局联合该市商务、工信、发改、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组织召开的
复工复产企业需求保障对接会在邯郸
市交通运输局会议室召开。除上述各
部门负责人外，对接会还邀请到了当地
10 家工商企业代表与 10 家运输企业负

责人一同参会。
按照邯郸市委市政府 2 月 14 日调

度企业复工复产会上的明确要求，全市
在建项目要在2月20日之前全部复工，
新开工项目自3月1日起陆续开工。同
时对交通部门提出要求，要求所监管的
运输、物流企业2月20日之前复工达到
30% ，全 力 服 务 复 工 复 产 的 生 产 型
企业。

会议刚一开始，邯郸康诺食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要志峰就提出了影响企
业生产的员工班车问题。

看到要志峰的问题解决得很干脆，
现场立即活跃起来。

五得利集团邯郸面粉公司总经理
孙红提出，因为联系不到运送原料的车
辆，公司虽于 1 月 31 日开工，但目前生
产能力只能达到 75%；邯山区人从众种
植合作社、永年中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等代表提出了送货车在一些乡道被卡
的情况；安迅石油有限公司、新兴重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永年永洋分公司等
提出公司危化车在运输路上遇到的通
行证“省界失效”等问题……

“我公司运力充足，可以给五得利
提供车辆。”

“目前已有 3 个督导组在路上检查
防控卡点设置情况，不符合规定的卡点

会第一时间撤除。”
“通行证问题我们会尽快向涉及省

市及上级所属部门沟通请示，确保尽快
解决。”

会议期间，各个工商企业、运输企
业进行了互动交流，有的还初步达成了
合作意向。各位公司代表提出的每一
个问题，与会各部门负责人均进行了解
答，有的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我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联络微信
群，邀请所有企业代表进群。大家有什
么需求可以随时在群里反馈，我们会有
专门工作人员盯守解决。”邯郸市交通
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殷社林代表与会
部门发出倡议，全市运输企业主动复
工，全市已经复工复产的企业或准备复
工复产的企业，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共
同为保民生、保运行、保防疫、保经济作
贡献。

一场特殊的“复工对接会”

张振宁在大广高速桃城出口值班。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
莉 通讯员刘利臻）2 月 16 日
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推出
信息和视频一体化平台远程面
试服务，为在省退役军人网上
招聘平台上达成面试意向的用
人单位与退役军人提供免费面
试对接服务，用实际行动护航
各类社会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据了解，省退役军人网上
招聘平台是为我省广大退役
军人求职招聘研发的专属平
台。用人单位可在平台上免
费注册、发布招聘信息，退役

军人可对照招聘信息填报求职
意向，通过自主选择招聘岗位、
平台智能匹配，实现线上精准
对接，迅速达成就业意向。目
前，常驻平台企业 2200 多家，
累 计 发 布 招 聘 岗 位 42000 多
个，涉及财务、人力资源、传媒
等40多个岗位类别。用户通过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网点击

“河北省退役军人网上招聘平
台”或输入网址 http://tyjrswt.
hebei.gov.cn/zppt/即可注册登
录。达成面试意向的退役军人
和用人单位，可联系当地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相关部门
将提供免费远程面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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