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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容东片区首段
穿湖隧道主体结构完工

《健康中国·河北行动》印发

15个专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应急管

理厅、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河北省全
面开展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提出，集中时间、集中精力
全面开展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
防范化解尾矿库重大安全风险和重大环
境风险各项责任措施落实，全面治理尾矿
库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和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

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经过集中
排查治理，实现四个“全覆盖”，即尾矿库安
全、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100%全覆盖，尾矿
库包保责任清单公告100%全覆盖，尾矿库
风险管控治理措施100%全覆盖，完善尾矿
库安全、环境应急预案100%全覆盖。

实施方案划定了排查范围：全省范围
内的所有尾矿库（含已闭尾矿库）。重点是
易引发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及重特大突发
环境事件的尾矿库，包括“头顶库”、长期停
用库、无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重要支流岸
线、湖泊、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及跨省界河
流周边的尾矿库，高速和高铁周边的尾矿
库，崇礼冬奥场馆和设施周边的尾矿库，涉
及镉、铊、钼、锑等重金属的铅锌矿尾矿库、
钼矿尾矿库、锑矿尾矿库。

根据实施方案，从 4 月下旬到 5 月 10
日为全面排查阶段，各市、县级应急管理部
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指导尾矿库企业对照
排查内容认真开展自查，对企业自查治理
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排查出的各类安
全、环境隐患进行登记，督导企业制定“一
库一策”整改方案。5 月 11 日至 5 月 20 日
为集中治理阶段，5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为
总结提高阶段。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加大对排查治
理工作的督导落实，对于重大安全、环境隐
患要挂牌督办，直至问题全部整改到位；要
坚持“高标准、零容忍、严处罚”的原则，严
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经过本次排查治理，要实现辖区内尾矿库
隐患问题全部解决，各项安全指标全部达
标，并确保汛期不出现问题。凡是因漏排或整治不到位而发生安
全事故的，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将严肃追究有关单位
和人员的责任；导致尾矿砂泄漏等生态环境事件造成不良后果的，
从严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领导责任。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刘欣瑜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健康河
北领导小组日前制定印发《健康中国·
河北行动（2020—2030 年）》，将实施健
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
烟、心理健康促进、健康环境促进、妇幼
健康促进、中小学健康促进、职业健康
保护、老年健康促进、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癌症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糖尿病防治、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等15
个专项行动，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
素，全周期防控重大疾病、维护人民群
众健康。

河北行动的目标是，到 2022 年，健
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健康生活方
式加快推广，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

步提高，健康生产生活环境初步形成，
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
势得到有效控制，重点传染病及地方
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
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明显
改善。到2030年，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
及，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
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重点
人群健康水平显著提高，重大慢性病导
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
期寿命显著提高。全省居民主要健康
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健康公平基本
实现，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目标任

务全面落实。
河北行动明确提出行动路径：一是

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将提升
健康素养作为行动的重中之重，针对不
同人群特点，大力普及健康知识，努力
使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全省居民
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将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贯穿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素
养人人拥有。二是倡导个人行动，树立
健康理念。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第一责任人”理念，激发全省居民关注
健康、追求健康的热情，养成符合自身
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
食、科学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提高
自我防护能力，实现健康生活少得病。

三是突出预防为主，优化健康服务。深
化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早
期预防，坚持中西医并重，有效干预全
省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完善
防治策略、制度安排和保障政策，加强
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的政策衔接，实现
预防、治疗、康复等一体化服务,实现早
诊早治早康复。四是动员各方参与，延
长健康寿命。强化跨部门协作，鼓励和
引导单位、社区（村）、家庭和个人积极
行动，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参
与、人人自主自律的良好局面，营造全
社会崇尚健康、促进健康的健康新生
态，持续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实现更高
水平全民健康。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通讯员
蒲小青）日前，省双拥办印发《关于进一
步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工
作方案》，将在社会拥军志愿服务组织
中设立志愿者工作机构，引导吸收退役
军人和热心拥军优属工作、有专业特长
的人员，组建拥军志愿服务队，开展专
业精准的拥军优属服务。

开展国防教育和双拥主题宣传活
动。充分利用国庆节、建军节、全民国
防教育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时
机，组织拥军志愿服务者走进已批准开
放的军营单位，大力开展国防教育和双
拥宣传。社会拥军志愿服务组织的成

员单位通过在单位网站开设国防教育
双拥宣传栏目、聘请驻地部队人员担任
企业国防教育辅导员等，开展经常性爱
国主义教育和双拥宣传。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拥军情”活
动。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和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为契机，充分发挥河北革命老区多
的独特优势，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加入
和支持社会拥军工作，关爱帮助革命
战地、英雄故乡，关心帮扶革命英雄及
后人。通过爱心企业与革命战地、英
雄故乡签订助力脱贫攻坚协议，与烈
军属、退役军人、英雄后人签署长期结

对帮扶协议。
开展“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

活动。各地主动与驻地部队、本地籍
荣立二等功以上军人所在基层部队、
以当地城市命名的舰艇部队沟通联
系，摸清需求，精准对接。“八一”前，集
中开展“走进基层看亲人”“家乡亲人
慰英模”“名城名企爱名舰”等系列活
动，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学习、工作、生
活及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现
实问题。

开 展 现 役 军 人 家 属 困 难 帮 扶 活
动。对全省现役军人家属进行全面走
访，将军人家属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

困难和需求提供给当地社会拥军志愿
服务组织，由其动员成员单位、志愿者
等与军人家属精准对接，实现精准服
务、精准帮扶。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
发动社会拥军志愿服务组织与立功受
奖、参加战“疫”的现役军人家属、困难
退役军人等，结对挂钩，遇有现实困难
及时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的慰问帮扶。

从6月份开始，在全省开展“百城万
店拥军行”活动，动员全省不少于200个
社会拥军志愿服务组织、万家以上拥军
服务站同步开展，为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承诺提供优先优惠
优质服务。

我省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专业精准拥军优属服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企业
3月初复工复产时，科技人才缺乏，邯
郸市‘科技暖企’服务组联系北京大学
环境治理专家，通过远程视频联合攻
关的方式，指导企业解决了钢铁企业
三废零排放技术难题。”近日，河北唯
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亮高
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 3 月以来，邯郸市科技部门
创新举措，制定出台精准扶持政策，组
织 6 个服务组，走访科技企业 103 家，
摸排需求 174 项，面对面解决问题 52
项，全力支持科技企业有序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本身抗风
险能力就弱，很多企业处于非盈利状
态，非常时期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
我们从多个维度展开‘暖企’，支持企
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邯郸市科技局局长安凤玲说。
“暖企”行动快步走，出台系列措施

便企助企。先后出台为各类科技企业
提供便利化服务、支持受疫情影响的高
新技术企业和省级高新区发展等便企
措施，针对疫情对企业生产和科研创
新造成的困难，从平台搭建、科研攻关、
科技服务、培训辅导等方面靶向施策。

安排 2000 余万元科技专项资金
对新认定和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研发补助，支持企业建立科技研
发平台；实施市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
24项，支持资金550万元，鼓励引导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投
入市级专项财政资金，实施市级疫情防
控科研项目5项，申报省级应对疫情项
目9项。组织河北汉光重工有限公司、
718所等拥有技术优势企业，开展大数

据疫情防控、智能机器人、新型医用空
气消毒机、高性能过滤材料等新产品
新技术开发，成功研制平面口罩机、
N95口罩机、压条机等防疫应急装备。

运用“云视频”“网上课堂”“在线
答疑”“网上办公”等方式，先后组织
40 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100人次参加3期远程培训服务，培育
高新技术后备企业200余家。在线组
织申报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和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通过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32家，申报省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700余家。

针对企业需求，对接全国科技领
军人才，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通过不
同形式合作，帮助企业引进高端人才，
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到
目前，全市 510 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
复工复产，复工率达到99%。

邯郸：科技暖企激发创新活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近日，雄安新区容东 AF 社区
RDSG-1 标段 E3 路第一段穿
湖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完成，这
标志着容东片区首段穿湖隧道
主体结构正式完工。

作为雄安新区先行开发建
设区，容东片区是新区的人口
承载地和安置集中区。穿过容
东建设区1号门，记者看到这片
万余亩工地的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到处呈现塔吊林立、车辆穿
梭的景象。

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承建的
容东 AF 社区 RDSG-1 标段项
目，是容东片区市政道路及综
合管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标段项目位于容城县城以
东、启动区和荣乌高速以北、津
保铁路以南、张市村以西，主要
包含市政道路 7条、桥梁工程 6
座、综合管（网）廊工程、排水工
程等。

该标段项目经理梁云生告
诉记者，项目按照高标准高质
量要求扎实推进。穿湖隧道施
工前，施工单位精心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正
式复工后，施工单位坚持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建设，
两手抓两不误，加快项目建设
进展。

项目包含 E3 路和 N4 路 2
条穿湖隧道，总长 919 米，设计

为双向 4 车道。此次完工的是
E3 路穿湖隧道，穿湖隧道采用
放坡开挖施工，12 小时内完成
了 1920 立方米混凝土的浇筑
任务。

为确保项目质量与速度两
不误，项目实行工人双班倒、昼
夜施工，在原材料、施工工艺等
多方面加强管理，并运用高分
子复合材料模板强化混凝土浇
筑成型质量，实现内实外美。
隧道结构防水，采用国内顶级
防水材质，强化防水层处理。
隧道钢筋由智能化钢筋工厂集
中加工、统一配送，保障质量标
准。穿湖隧道建成后，车辆可
从湖底穿隧道而过，既实现容
东片区交通路网串通，又不破
坏湖面的景致和生态水系的完
整性。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雄安新区
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推进。新
区坚持安置房、市政道路、综
合管廊、水电气讯暖等基础配
套设施、水系、绿化同步规划
设计、同步建设施工，并在容
东片区道路、管廊工程区域开
展“百日攻坚战”活动，各参建
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
保各工程严格按照工期节点
有序推进，确保项目高质量如
期完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
方素菊）4 月 27 日，省
统计局与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
司签署5G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依托河
北电信 5G 技术，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网络安全等方面为共
同推进智慧统计建设
进行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
在统计行业内进行 5G
先行先试，河北电信将
省统计局打造成全省
首批 5G 覆盖单位，提
供新一代信息网络建
设项目一流的建设方
案和优质的服务，提供
快速、安全、可靠、稳定
的无线网络办公环境，
推进移动办公新模式，
提升网络使用效率及
日常办公效率。加强
网络信息安全合作，河
北电信发挥在网络和
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
优势，为省统计局“智
慧统计”保驾护航。探
索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在人口普查中的创新应
用，在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探
索使用智能终端采集数据、推进大数据
在普查中的应用、提高普查数据采集处
理效能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省统计局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趋势以及统计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研究
制定了《河北省智慧统计建设三年规划
纲要》，提出了“打造信息化引领的智慧
统计”，明确了总体要求、建设目标、主
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统计信息化高质
量建设提供了蓝图。河北省智慧统计
建设围绕统计工作全过程、全流程信息
化，提出了建设一个智慧统计中心以及
实现智慧统计的14个统计标志，涵盖智
慧统计生产、服务、管理、共享、法治五
大支撑体系，力争在统计信息化建设上
强优势、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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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住建行业电子证书应用范围达19类
成为全国住建行业实施电子证书类别最多、范围最广的省份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4 月 27 日，
省住建厅联合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印发《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依托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扩大电子证书应用
范围实施方案》，扩大全省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电子证书应用范围，推进电子证
书标准化，加强电子数据共享和互信互
认，实现电子证书在政务服务、执法检
查等场景中的线上线下应用。

方案明确，将 4 个省级已签发的电

子证书（房地产开发、建筑业、工程勘察
和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证书）应用范围扩
展至市、县两级，全省范围新增实施电
子证书 1 个，在试点地区新增实施电子
证书 3 个，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电子
证书达到19类，成为全国住建行业实施
电子证书类别最多、范围最广的省份。

在全省应用的电子证书方面，新增
市、县（市、区）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证书、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工程

勘察企业资质证书、工程设计企业资质
证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全省范
围内统一实行电子证书。在试点应用
的电子证书方面，新增市、县（市、区）核
发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临
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在承德市、唐山市、廊坊市 3 个设
区市和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市双滦区、
唐山市滦州市、唐山市曹妃甸区、廊坊
市香河县等5个县（市、区），分类试点推

进证书电子化工作，开展创新应用。
据了解，自2019年5月1日起，省住

建厅对核发的涉及企业资质、人员资格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等行政许
可证书统一实行电子证书。申请人通
过网络完成实名认证和用户注册，申报
相应审批事项，审批通过后，即可自行
下载或打印电子证书，不用再到政务服
务大厅现场领取纸质证书。企业和群
众扫描电子证书上的二维码，即可随时
核查企业资质、人员资格证书的有效性
等详细信息，为跨区域、跨行业证书互
认互通和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截至
目前，省住建厅累计为省内建设行业企
业核发资质类电子证书 1.8 万个，核发
个人资格类电子证书38.5万个。

近日，秦皇岛
秦冶重工有限公
司的员工正在进
行组装作业。为
帮助开发区企业
复工复产达产，秦
皇岛开发区推出
了职工返企、金融
信贷、租金减免、
防疫物资保障等
一系列扶持举措，
目前秦皇岛开发
区 146 家规上工
业企业已全部复
工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