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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全省“安全生产月”
活动6月1日启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
静 通讯员孙一鸣）省安委办、
省应急管理厅日前印发通知，
我省将从 6 月 1 日开始，以“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
主题，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
月”和“安全生产燕赵行”活动。

今年6月是第19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根据通知，我省“安
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日至
30日在全省统一开展。受疫情
影响，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线上活动
为主的方式开展，主要包括8项
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开
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
开设“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堂、
开展网上“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
开展“安全同行”大型公益宣传
活动、开展“农村大喇叭 安全
之声”主题宣传活动、开展“安全

进万家 幸福你我他”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

“安全生产燕赵行”活动将
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
动，到12月份结束。通知要求，
今年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起步开局之年，各级各部
门要紧紧围绕《河北省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总体方
案》排查整治阶段工作要求，扎
实开展相应“区域行”“专题行”

“网上行”等活动，曝光突出问
题和重大隐患，宣传推广经验
做法，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要畅通群众监督和
媒体监督渠道，充分利用电信、
网络手段，发挥 12350 举报投
诉热线和 119、96119 消防举报
电话、12119 森林消防举报电
话、微信微博等平台作用，鼓励
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员工
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
行为。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从省委政法委获悉，日前，2019
年“最美政法干警”推选展示活
动结束，胡月龙等 10 人被推选
为2019年“最美政法干警”。

为做好全省政法系统先进
典型宣传工作，2019 年 4 月以
来 ，省 委 政 法 委 组 织 开 展 了
2019年“最美政法干警”推选展
示活动，经逐级推荐、宣传展示、
集中推选、媒体公示，最终推选
出了10名“最美政法干警”。他
们分别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网络
安全保卫支队网络案件侦查大
队一级警员胡月龙，张家口经济
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吴
夺，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
检察处二级检察官曹军婧，沧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兼五
中队中队长许卫东，武邑县人民
法院二级法官王维宇，柏乡县人

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尚
丽娟，大名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
队长赵继学，定州市司法局砖路
司法所所长王永岩，冀中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刘建刚，
省高阳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适
应大队副教导员王宝辉。石家
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
郭俊光等 20 人荣获“最美政法
干警”提名奖。

据介绍，这次入选的“最美
政法干警”有的为了百姓平安，
利剑出鞘，打击犯罪；有的为了
公平正义，以法析理、定纷止争；
有的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有的
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他们的先
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广大政法干
警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政治品
格，体现了不忘初心、竭诚为民
的公仆情怀，体现了公正执法、
文明执法的价值追求。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5 月 29 日，省民政厅召开全省
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专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并向全省社
会 组 织 发 出“ 社 户 携 手 共 合
作 助力脱贫保收官”的行动
倡议，进一步引导动员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围绕最困难
人群脱贫需求开展精准对接。

目前，我省剩余3.4万贫困
人口致贫原因和贫困结构更加
复杂，扶贫需求更加多样化、个
性化。经与省扶贫办和张家口、
承德、保定 3 个重点帮扶市对
接，省民政厅梳理出需要重点帮
扶的扶贫项目313个，未脱贫人
口中整户无劳动能力、脱贫难度
大的 6554户 9096人，动员全省
性社会组织重点对接认领。

省民政厅要求，各级民政
部门主动与本地扶贫部门联系
人对接，重点动员引导本级社
会组织与未脱贫人口中整户无
劳动能力、脱贫难度大的贫困
人口形成结对帮扶关系，开展

个性化帮扶。行业协会商会将
引导会员单位为贫困地区引入
产业项目和资金，助推贫困地
区产业转型升级。心理类、研
究类学术团体为贫困地区复工
复产提供心理援助、技术培训
等方面的支持，提升贫困人口
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基
金会等慈善组织将针对剩余贫
困人口的脱贫需求设计公益扶
贫项目，为贫困人口链接教育、
医疗、文化等社会资源。民办
学校、医院、研究院等社会服务
机构要在就业、消费、教育培训
等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帮扶。

据介绍，近两年来省民政
厅联合京津民政部门开展“京
津冀社会组织跟党走——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全国性及京津
冀社会组织共落地我省扶贫项
目 3338 个，涉及资金 13.26 亿
元，覆盖我省 62 个扶贫开发重
点县，涉及教育、健康、就业等
多个扶贫领域，受益贫困人口
达200余万人次。

2019年“最美政法干警”推选展示活动结束

胡 月 龙 等 10 人 被
推选为“最美政法干警”

省民政厅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全省性社会组织将
对接313个扶贫项目

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
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成立

河北日报讯（记者尉迟国利）今年5
月，承德电智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一种基于三相采样与快速响应
的电机节能技术”，被评选为“中国工业
节能十佳技术”“国际十佳工业节能技
术”。一个创建仅 5 年的小公司何以摘
得国际节能大奖？总经理赵明道出真
谛：“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制胜法
宝，也正成为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承德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要依靠科
技创新，依靠创新驱动。”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表示，承
德着力推进示范创新、协同创新、主体
创新和转型创新，加快创新型城市建
设，不断开创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承德市用足用活用好国家和省支
持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的政策，加快实施水源涵养能力
提升、绿色产业培育、精准扶贫脱贫、
创新能力提升四大行动。年内计划投
资 299.8 亿元，推动企业创新、产业创

新、区域创新上层级、上水平。通过统
筹各类创新资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
式，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
供现实实践。

以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为抓手，承
德市把京津作为最大的创新动力源，
借智借力助推科技全面进步。围绕项
目建设、园区载体建设、创新平台建设
及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等方面，强化
与中科院、工程院、天津大学等京津高
校、院所对接，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通过组织“承德企业进院校”“专家教
授承德行”等对接交流活动，吸引京津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承德企业开展
契约合作、技术协作、入股合作等产学
研企深度合作，确定一批合作企业和
项目。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突出“高精尖缺”重点，坚持引
才和引智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京津周

末专家团的技术优势，让更多的人才
智力向承德聚集。

狠抓主体培育，强化项目支撑，力
促企业创新能力实现新飞跃。发挥承
德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服务机构作
用，选派优秀科技人员深入企业开展
工作辅导，实现对承德电智尚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德苏垦银河连杆
股份有限公司等 50 家规模以上企业的

“一对一”定制化服务。强化高新技术
企业的后备培育、精准培育、高效培
育，全年目标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
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双倍增”行
动。通过分类指导、梯度培育、差异扶
持、扩量提质，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走

“专精特新优”的发展道路，年底科技
型中小企业总数达到 2160 家，实现质
量、数量双提升。围绕“3+3”绿色主导
产业链科技需求，组织实施省级以上
创新项目30项以上。

建龙达涅利Q3智能系统和全提钒
改造工程顺利实施、6000 吨钒氮合金

项目竣工投产、钒钛新材料升级改造项
目和钒钛高强无缝钢管项目快速推
进……紧盯新旧动能转换，承德加快将
科技攻关、产业培育和企业发展统筹谋
划推进。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强化科技
支撑作用，全市已深度谋划绿色主导产
业项目114个，总投资204.7亿元。

以各类园区、产业基地、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为载体，该市依托规模以上企
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加快推进“工
业设计”“仪器仪表”“汽车制造与关键
零部件”三个科创中心等研发平台建
设。同时，围绕创新研发平台、“双创”
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打造掌握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综
合竞争力强劲的创新型、科技型企业集
群。依托区位优势和地域特色资源禀
赋，以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组建“河北省大数据可视
化研究院”，打造“数据山庄”和大数据
全产业链，力争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亿元。

抓示范 强协同 育主体 促转型

承德以“四个创新”为抓手建设创新型城市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6月1日，
我省进入汛期。5月 30日，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通报了 2020 年全省主要行洪河
道、大中型水库、主要蓄滞洪区、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重点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
任人名单和防汛抗旱、防台风行政责任
人名单。

主要行洪河道省级防汛行政责任
人名单：滦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
桐利；大清河，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刚；
漳卫南运河，副省长刘凯；子牙河，副省
长时清霜；永定河，副省长葛海蛟。

全省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全
省，袁桐利、时清霜；石家庄市，李雪荣；
承德市，常丽虹；张家口市，武卫东；秦
皇岛市，杨铁林；唐山市，付振波、张月
仙；廊坊市，贾永清、张秉舜；保定市，王
月衡；沧州市，刘强；衡水市，王伟；邢台
市，张强；邯郸市，武金良；定州市，张宝
生；辛集市，刘士民；雄安新区，傅首清。

主要行洪河道市级防汛行政责任
人名单：漳河，武金良；卫河，高和平；卫
运河，马占山、张西军、郭铁铮；漳卫新

河，和春军；南运河，郭铁铮、张文阁；滏
阳新河，胡仁彩、王伟、刘强；滹沱河，李
雪荣、刘玉华、刘强；子牙河，詹鹏、张秉
舜；子牙新河，詹鹏、张秉舜；潴龙河，曹
海波、刘玉华；南拒马河，王月衡、傅首
清；白沟河，郑建军、贾永清；新盖房分
洪道，刘树军；赵王新河，刘树军、贾永
清；永定河，郑建军、赵革；北运河，张春
燕；青龙湾减河，张春燕；潮白河，张春
燕；蓟运河，卢宏秋；还乡河，曹全民；滦
河，付振波、杨铁林；陡河，李贵富。

大型和中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名
单：岗南水库，邓沛然；黄壁庄水库，邓沛
然；横山岭水库，高玉柱；口头水库，高玉
柱；庙宫水库，常丽虹；友谊水库，郭英；
云州水库，燕旺林；桃林口水库，张瑞书；
洋河水库，冯志永；陡河水库，李贵富；邱
庄水库，曹全民；潘家口水库，张月仙；大
黑汀水库，张月仙；王快水库，张志奎；西
大洋水库，李国勇；安格庄水库，王月衡；
龙门水库，李双喜；朱庄水库，董晓宇；临
城水库，林长风；岳城水库，张维亮；东武
仕水库，杜树杰；八一水库，姜阳；红领巾

水库，黄三平；燕川水库，黄三平；石板水
库，李雪荣；下观水库，李雪荣；白草坪水
库，孟祥红；南平旺水库，周刚；张河湾水
库，蒋文红；老虎沟水库，郭士刚；三旗杆
水库，杨春武；窟窿山水库，吴清海；钓鱼
台水库，崔万峰；黄土梁水库，宁金龙；丰
宁电站水库，宁金龙；大庆水库，李晋宇；
壶流河水库，李宏；黄盖淖水库，郝富国；
响水铺水库，武卫东；西洋河水库，程蔚
青；大青沟水库，李春滨；闪电河水库，郭
有河；石头城水库，王建军；石门子水库，
郭有河；水胡同水库，廉茹艳；石河水库，
孙国胜；房官营水库，李建忠；上关水库，
王凤海；般若院水库，梁辉；龙门口水库，
李国向；累子水库，杨伟坤；宋各庄水库，
杨春光；龙潭水库，杨宝东；旺隆水库，杨
伟坤；马头水库，杨伟坤；瀑河水库，闫继
红；野沟门水库，张强；东石岭水库，张西
军；马河水库，邓素雪；乱木水库，林长
风；口上水库，杜树杰；车谷水库，张学
军；四里岩水库，杜树杰；大洺远水库，马
占山；青塔水库，高建强。

主要蓄滞洪区防汛行政责任人名

单：大名泛区，武金良；永年洼，马占山；
宁晋泊大陆泽，胡仁彩；献县泛区，刘玉
华、刘强；白洋淀，田金昌、曹海波；兰沟
洼，郑建军；小清河分洪区，姬琳；永定
河泛区，赵革；东淀，贾永清；文安洼，贾
永清、梅世彤；贾口洼，张秉舜、詹鹏；盛
庄子洼，王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防汛行政
责任人名单：全省，时清霜；石家庄市，
周刚；保定市，王月衡；邢台市，胡仁彩；
邯郸市，杜树杰；定州市，刘力威。

重点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任人名
单：石家庄市，高玉柱；承德市，吴清海、
刘宏伟；张家口市，程蔚青；秦皇岛市，
李春；唐山市，付振波；廊坊市，王凯军；
保定市，张志奎；沧州市，刘强；衡水市，
王世昆；邢台市，张志峰；邯郸市，杜树
杰；定州市，刘跃平；辛集市，张立明；雄
安新区，刘树军。

沿海地区防台风行政责任人名单：
全省，袁桐利、时清霜；秦皇岛市，杨铁
林；唐山市，付振波、张月仙；沧州市，和
春军。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要结
合本地实际，逐级落实防汛抗旱行政责
任人，并向社会通报，接受监督。各级
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要切实履行防汛
抗旱工作职责，及时上岗到位，督促落
实各项防汛抗旱措施，组织做好防汛抗
旱救灾工作。

6月1日我省进入汛期

全省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确定

5 月 30 日，
位于临城经济开
发区的英特莱福
油气技术河北股
份有限公司出口
俄罗斯的首批 2
套40石油车载钻
机启运。这是临
城县首次出口成
套石油钻采设备，
也是我省首次出
口能够在-60℃
极寒天气条件下
作业的成套（油
气）钻机。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为加快新基建建设步伐，推动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促进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共
融，5月 26日，河北省信息产业
与信息化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
会成立。

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
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由河北
思捷电子有限公司、中华通信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北

京福通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联合发起。该专业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区块链专业委
员会将发挥产业优势，组织交流
对接活动、推广宣传优秀项目和
成果、组织专家技术服务、制定
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等，不断提
高行业凝聚力，共同推进河北省
区块链技术发展和应用，为打造
数字经济强省作出贡献。

河北日报讯（通
讯员于世强 记者崔
丛丛）从省公安厅交
管局获悉，为加强道
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
的紧急医疗救治工
作，降低交通事故死
亡率和死伤比，日前
省公安厅与省卫生健
康委进一步加强警医
合作，建立道路交通
事故紧急医疗救治网
络，打通交通事故救
援通行绿色通道，切
实保障应急救援、医
疗救护车辆的优先通
行权。

据悉，省公安厅
与省卫生健康委确定
河北省人民医院，河
北省胸科医院，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第二医院、第三医院、
第四医院等 6家医院
为省级道路交通事故
救援定点医院，负责
省内救治颅脑、心肺、
肝脾等急危重症道路

交通事故伤者的诊疗工作。选拔聘请60
名副高级以上医师组成专家库，负责指
导和参与各地道路交通事故重伤员的医
疗救治工作。各市、县公安机关、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也将分别确定本级交通事故
救援定点医院，市级至少确定2家，县级
至少确定1家，组建本地道路交通事故重
伤员医疗救治专家库（组）。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事故发生地
至医疗机构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警
力，加强路面秩序管控措施，必要时采用
警车带道、强行疏导等办法，打通交通事
故救援通行“绿色通道”，切实保障应急
救援、医疗救护车辆的优先通行权，确保
交通事故伤员第一时间送到医疗机构。

各级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将建立交通
事故救治绿色通道，确保交通事故伤员
优先服务流程，不受挂号、办理手续、排
队就诊等条件限制，提高救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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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为适
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新要求，确保防疫
和鉴定工作两手抓、两不误，日前，省
直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下发《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省直单位实行远
程视频劳动能力鉴定试点的通知》，
积极探索开展在线远程视频鉴定新
模式，并于 5月上旬在冀中能源峰峰
集团试点开展远程视频劳动能力鉴
定，把工伤鉴定送到企业中，得到企
业和职工的一致好评。

远程视频鉴定是依托劳动能力
鉴定基地，运用劳动能力鉴定业务信
息系统平台和远程视频技术，由鉴定
专家组通过视频方式查看职工伤残

部位及功能障碍情况，并结合必要的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依据劳动能力鉴
定标准客观公正作出鉴定结论。对
于可以到鉴定基地进行面检查体的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根据线
上受理申请，组建鉴定专家组，通过
网络、电话、短信等多种形式通知被
鉴定人及用人单位在指定时间到达
鉴定基地进行远程视频鉴定。对于
高龄危重、不能到鉴定基地进行面检
查体的工伤职工，可以由用人单位及
家属申请提前下载安装远程视频
APP软件，在所治疗医院或家中直接
进行远程视频连线查体。

据了解，远程视频鉴定是劳动能

力鉴定模式的重大创新，是为当事人
和鉴定专家提供便捷、人性化服务的
重要改革举措。省直劳动能力鉴定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
很多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因为没有
进行伤残鉴定迟迟不能解决，现在通
过远程视频在当地当天就可完成鉴
定，真正实现了劳动能力鉴定全程无
纸化办公，鉴定职工“只跑一次腿”，
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下一步，省直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将对
有关制度和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扩
大试点，条件成熟后在全省推开，作
为常态化的鉴定新方式，更好地为工
伤职工和用人单位服务。

省直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创新劳动能力鉴定模式

工伤职工通过远程视频当天完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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