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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辉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在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防控策略
转向“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之时，如何让经
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让外出务工的
人员走出来、车间里的机器声轰鸣起来、货
箱里的原材料和产品流出来，使复工复产
的脚步真正“动起来”“跑起来”，是当前的
一项紧迫工作。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
印发《关于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医
疗秩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加快建立
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当前，我省各县（市、区）均为疫情风险等级
分区分级低风险地区，我们要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发展，加快全面推进复工复产。

低风险地区复工复产的“全面”，一是
指广度，二是指深度。无可否认，一些地方
在复工复产的全面性上存在某些共性问
题：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率高，但中小微企业
比例偏低；复工复产的报表数字看起来漂
亮，但人员到岗率不高，实际达产率上不
去；工业企业恢复率较高，但服务业尤其是
生活服务业仍未真正复苏……总体而言，
复工复产的步伐仍待提速、效率仍待提高。

人流、物流、资金流存在的障碍，是制
约复工复产效率提升的现实原因。一些关
键岗位员工受困于疫情严重地区出不来，
一些低风险地区的员工虽然出来了，但由
于隔离期的硬规定和“健康码”尚未完全实
现跨地区互通互认而无法立即上岗；针对
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扶持政策落地滞后，企
业看得见却摸不着；有的地方物流运输仍
然受到一定限制，（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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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
前方工作队队员平安凯旋

赵一德到火车站迎接

赵一德现场调度首都机场国际航班
经停分流石家庄机场应对处置工作时强调

抓 实 抓 细 各 项 防 控 措 施
有力有序做好经停分流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 2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4 日晚应约同巴西总统
博索纳罗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巴西政府和巴西人民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习近
平指出，近来，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
扩散很快。当务之急，各国要加强合
作。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
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

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尽
力为各方提供援助。我十分关注巴西
疫情发展，希望巴方尽早遏制疫情扩
散。今天，中国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举行了视频工作会议，
就疫情防控开展交流。中方愿向巴方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防止疫情在
世界范围扩散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国为抗击疫情付
出了巨大牺牲，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
贵时间，国际社会对此已有公论。中巴

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要保持
战略定力，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共同向国际社会发出团结一致
的声音，传递携手应对疫情的积极信
号，同时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
的沟通和协作，共同维护好、发展好中
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相信，中巴两
国一定能够携手战胜疫情，并推动中
巴全方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下转第三版）

就巴西、哈萨克斯坦、波兰疫情防控

习近平同三国领导人通电话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3 月 24 日，省政协党组书记叶
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
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中央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
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精神，听取机关疫情防控和
履职工作情况及贯彻落实意
见的汇报。

与会同志结合工作实际，深
入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谋深思远，为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指明
了前进方向。（下转第四版）

叶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
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助力夺取双胜利中书写政协履职新答卷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乡亲们在
我这儿打工就跟在家一样，测体温、消
毒，不出村就有收入。”3月22日，平乡县
阎家屯村陈建光的“脱贫小院”忙而有
序，工人们都是本村人，主要给县里一
家车企提供车圈配套，“工资每天核算，
一月一发，每人月工资都在两三千元。”

“‘脱贫小院’是全县一项富民工
程。”平乡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赵辉
介绍，2018 年 9月，平乡县摘掉“国家级
贫困县”帽子后，为解决稳定脱贫，他们
以县域特色产业为依托，就地扶持了一

批“脱贫小院”。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部
门积极服务，全力保障水、电、网络等畅
通，让“脱贫小院”生产无忧、销售不愁。

在临城，绿岭公司与刘家辉村合作
设立了扶贫微工厂。每天30多名留守老
人准时过来剥核桃。“每天工作 6 个小
时，一天能收入六七十元。”63岁的村民
未喜叶喜不自禁。董事长高胜福说，目
前，他们在临城县设立了 30 多家扶贫

“微工厂”。
不只是产业扶贫行动，邢台市为最

大程度减少疫情不利影响，全面推动实

施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就业安置、防
贫防返贫等五项行动，确保全面小康路
上不掉一户、不落一人。

目前，邢台市 2400 余名驻村干部，
引导带动全市 1.6万名农村党员坚守一
线。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
残疾人群，逐一摸排并掌握 7.3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和
生产生活难题，开展“点对点”帮扶。

何贵兰是南和县西高村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女
儿出嫁后家里只剩自己。经过协调，现

在，她在村里宣宏制衣服装厂做缝纫
工，“工资是按件计算，多劳多得，一个
月能拿1500多块钱呢！”

龙头企业带贫能力不容小觑。在邢
台市，各级党组织不等不靠，积极协助
扶贫车间和农业合作社等带贫主体复
工复产。该市明确，一名县级干部包联
一个带贫主体，推动解决实际问题。驻
村工作队发挥派驻单位资源优势，及时
化解有关问题。县、乡党委靠前服务，及
时为带贫主体配发口罩、测温枪等物
资。目前，（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 通讯员
张雷）3月24日，博野县市场监管局干部
张建冰来到小店镇西杜村贫困户田立
懂家中，帮着他打扫院子里的卫生，并
想办法帮他联系一个帮扶企业。今年43
岁的田立懂患有重症肌萎缩症多年，和
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去年下半年，张
建冰和田立懂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不
但帮他落实了五保待遇，还帮他入股两
家县龙头企业参与资产收益分红。田立
懂说：“现在收入有了保障，今年脱贫不
再是问题。”

为确保全市剩余的 3047 户 5893 名
贫困人口在6月底前全部实现高质量稳
定脱贫，保定市各县逐村逐户建立脱贫
台账，对每户贫困户建立“七个一”帮扶
机制，因户因人精准施策，把扶贫政策、
脱贫措施、服务保障落实到地头、人头、
炕头。

一名领导干部包联。10个有未脱贫
人口的县市，对3047户未脱贫贫困户每
户安排一名县乡领导干部，全程分包包
联，责任捆绑，确保如期脱贫。

一名责任人帮扶。由帮扶责任人按

照帮扶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五必到”
“五必知”，定期入户走访，帮助落实扶
贫政策、反映困难需求，解难题排民忧，
不脱贫不脱钩。

一名家庭医生服务。完善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制度，定期上门走访，主动发
现、及时掌握贫困人口身体健康变化情
况，及时采取诊疗措施，全程落实医疗
代办，落实健康扶贫和医保政策，防止
小病拖大病、大病成负担。

一个工商户扶助。组织县域内企业
和工商户（县域内不够的全市范围内调

剂）结对帮扶，吸纳被帮扶户的劳动力
务工就业，常态关注收支情况，帮助解
决临时性困难。

一个防贫保险保障。所有县市区全
部建立防贫保险，并与商业保险相结
合，将未脱贫户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完
善保险保障机制，提高保障水平。

一个综合社保政策兜底。对符合条
件的落实医保、养老、低保特困、残疾人
等社会保障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对出
现临时困难的及时落实社会救助。

（下转第四版）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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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5893名贫困人口6月底前全部稳定脱贫

保定 建立“七个一”帮扶机制

图①图②为3月24日，工人在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近期，唐山市曹妃甸区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通过多种措施帮助企业纾困减负，疏通梗阻，助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企业复工复产忙企业复工复产忙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3 月 24 日凌晨，省委副书记赵
一德来到石家庄机场，现场调
度首都机场国际航班经停分流
石家庄机场应对处置工作，实
地考察流行病学调查区和医学
排查区、国际航班分流处、入境
人员医学观察点和医学观察指
挥部，深入了解入境人员抵达

后检验检疫和通关等情况，向
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王东峰书记
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有力有序做好经停分流工作，
以实际成效当好首都政治“护
城河”。（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建）
出征时寒风袭人，归来已春暖花
开。3月24日晚，我省对口支援神
农架林区前方工作队队员乘火
车平安抵达石家庄。受王东峰书
记、许勤省长委托，省委副书记
赵一德到石家庄火车站迎接。
副省长徐建培出席欢迎仪式。

在欢迎仪式上，我省对口支
援神农架林区前方工作队队员
代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
院长瞿长宝代表全体队员讲述
了在湖北抗击疫情的切身体会，
表达了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的坚定决心。

（下转第四版）

邢台“五项行动”加力决战决胜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走时风霜雨雪，归来春暖花开。3
月 24 日 20 时许，载着 15 名河北对口支
援神农架林区前方工作队队员的 G310
次列车缓缓停靠石家庄站。

在过去的40多天里，工作队按照省
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新冠肺炎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安排，加强沟通协调，积极
融入工作，与林区党委、政府和疫情防
控指挥部一起全力以赴投入新冠肺炎
防治斗争，交出了病患零死亡、医务人
员零感染的优异答卷，圆满完成了对口
支援工作。

临行前，神农架林区党委、政府向

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前方指挥部赠
送锦旗，为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前方
指挥部成员颁发荣誉市民证书和“旅游
护照”，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带着责任去，平平安安回”

“带着责任去，平平安安回。”走出
石家庄站，省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前
方指挥部指挥长、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
徐春芳激动万分。

2月12日，经过10个多小时火车、7
个多小时的汽车车程，工作队抵达林
区。林区地大面广，不通高速，盘山路
多，有的队员晕车呕吐，但丝毫没影响
他们投身一线的迫切心情。

“我们到神农架就是为了打赢这
场战役，团队的组建充分考虑了林区
需求，医护人员来自省内综合实力强
的河北医大二院和河北省中医院，包
括急诊、呼吸、重症医学等学科。”徐
春芳介绍，“在疾控应急检测方面，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前方指挥部应急检
测队 4 名队员抵达林区后，积极支援当
地实验室病毒检测工作，截至目前，检
测队累计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4789
人次。”

除 了 在 医 疗 技 术 方 面 大 力 支 援
外，工作队还带来了当地急需的设备
和物资。

3月13日，经过近30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10辆载重30吨的大货车到达神农
架林区，这是前方指挥部向省工信厅申
请，紧急调拨用于当地复工复产的 300
吨84消毒液。

“神农架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关键
阶段，复工复产工作也在陆续推进，很
多企事业单位、乡镇、社区等对消杀物
资的需求大幅增加。接到需求反馈，省
工信厅迅速行动，克服物资紧张、物流
运输难等困难，筹集到总价值 140 万元
300吨84消毒液，安排10辆大卡车星夜
兼程驰援神农架。”省对口支援神农架
林区前方工作队物资保障组组长、省工
信厅二级调研员张晓辉介绍。

（下转第五版）

“我们到神农架就是为了打赢这场战役”
——河北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前方工作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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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方面举措汇聚稳就业强大合力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解读

推动放开堂食 引导网络消费 开展促销活动

河北多措并举促消费“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