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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6 月 21 日，全省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设施建设视频调度会议在
石家庄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袁桐利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推进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是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关键举措，是织牢
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的重要一
环，是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
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
决战决胜的信心决心，强力攻
坚，务求全胜。

会议要求，要卡死时间节
点，坚持任务不变、时限不缓，
全力抢抓工期，科学优化工序，

强化督导调度，确保如期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要破解瓶颈制约，聚焦资金不
到位、用工和原材料保障、主要
设备按时供货、配套设施同步
交付等四个方面，深入查找问
题根源，及时解决堵点难点。
要强化风险意识，狠抓工程质
量和施工安全，认真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同时，做深做
实做细群众工作，最大限度争
取群众理解和支持。要压实各
方责任，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
任、监管部门责任和项目企业
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工作
落地落实，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这件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

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视频
调度会议要求

高质量完成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设施建设任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
铭）从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获
悉，6 月 21 日，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 420 立方米每秒加大
流量输水工作圆满结束，期间
输水 19 亿立方米，其中生态补
水 9.5 亿立方米，助力华北地
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
显著。

2019 年 1 月，水利部、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
共同印发《华北地区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这是
我国首次提出大区域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方案，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承担着地下水超采
回补的重任。此次行动充分
利用丹江口水库汛前富余水
量，自 2020 年 4 月 29 日正式启
动加大流量输水，陶岔入渠流
量按计划逐步从 350 立方米每
秒设计流量提升至 420 立方米
每秒加大设计流量。加大流
量输水历时50余天，输水19亿
立方米，向沿线 35 条河流生态
补水 9.5 亿立方米，沿线地下
水位逐步抬升。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
沿线受水区水资源得到有效补
充，受水区地下水超采局面得
到遏制，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回
升明显。我省地下水超采区地
下水位监测情况通报显示，截
至今年5月底，全省浅层超采区
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明显减慢，
有39个县（市、区）水位回升，雄
安新区、衡水、沧州等地上升明
显。全省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
平均埋深与上年同比上升 1.85
米，有 47 个县（市、区）水位回
升，衡水、保定、廊坊等地上升
明显。

截至 6 月 21 日，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306 亿
立方米，向河南省供水 107 亿
立方米、向河北省供水 80 亿立
方米、向天津市供水 52 亿立方
米、向北京市供水 53 亿立方
米，惠及 6700 万人。甘甜的江
水，也为沿线群众提供了优质
的饮用水，我省 500 多万人告
别了高氟水、苦咸水，受水区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显著增强。

截至6月21日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累计向我省供水80亿立方米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近日，《河
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印发。意见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有
效提升土壤污染防治水平，统筹区域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严格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规范和完善医
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体系，年底前，全
省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和集中处置率达
到100%。

意见提出，要加强基础调查，全面
掌握土壤环境污染状况。以有色金属
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
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制
药、铅酸蓄电池等行业和生活垃圾填
埋场、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用地为重点，
全面了解重点行业在产企业和关闭搬
迁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年
底前，完成企业用地调查数据分析评
价 ，建 立 污 染 地 块 清 单 和 优 先 管 控
名录。

保障吃得放心，切实加强农用地污
染防控。依据农用地详查成果，将农
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

严格管控类 3 个类别，以耕地为重点分
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年底前，完成
全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建
立全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和分类
清单。严格农用地分类管理。将符合
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在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要限期关
闭拆除。推进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
理修复。年底前，全省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总面积不低于 47.4

万亩。
保障住得安心，严格落实建设用地

风险管控。6 月底前，各县（市、区）政
府要组织对未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已开发利用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的地块进行摸底调查，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人居环境安全。年底
前，实现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空间
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对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对未达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禁止
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
的项目。

保障饮水安全，加快建立地下水污
染防治体系。加强城镇地下水型饮用
水源规范化建设，推进水源保护区划
定，依法清理违法建筑和排污口。强化
农村地下水型饮用水源保护，年底前，
完成供水人口在 1 万人或日供水 1000
吨以上的地下水型饮用水源调查评估
和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开展地下水
污染分区防治，年底前，试点县（市、区）
完成地下水污染分区划分。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年底前，
全省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75%以上。定期对土壤污染重点
监管单位、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周边土壤进行监
测。对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实施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倍量
替代，对排放量继续上升的地区，暂停
审批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建设
项目。

我省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年底前

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处置率达100%

制图/褚林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从省市
场监管局获悉，6月 20日，该局与省卫
健委联合印发《关于对场所环境和食
品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决定对
商场、超市、海鲜市场、农贸市场、贮存
服务提供者等场所环境样本和食用农
产品、进口食品、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工作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地方疫情
防控工作实际，以从北京新发地等市
场购入的食用农产品及进口食品为重
点产品，以经营水产品、畜禽肉产品、
豆制品的场所为重点场所，合理安排
产品和场所环境样本检测范围、频次，
尽量错开检查区域、品种，最大限度扩
大检查面。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食
堂工作人员全部进行检测。抽样发现

异常情况应加密检测，并及时采取措
施、查明原因、控制风险。发现检测阳
性物品和环境要及时采取消杀、关停
等应急措施，对可能接触检测阳性物
品和环境的人员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和
健康筛查。对检测出的阳性人员要及
时隔离，立即开展密切接触者跟踪管
理，防止由物及人的疫情传播和扩散。

为切实做好抽样核酸检测及近
期疫情防控工作，6 月 21 日，省市场
监管局召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要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
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防范食品安全
事故发生；做好重点食品价格监测，
对群众投诉举报及时处理，严厉查处
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重点

食品价格稳定。
近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对商

场、超市、海鲜市场、农贸市场、贮存服

务提供者等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了食品
安全风险大排查，截至目前，共整改风
险隐患254个。

我省对场所环境及食品开展核酸检测
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作人员全部进行检测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记者从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6 月 20 日 0 —24
时，河北省新增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病例 3例，其中雄安新区安新
县 1 例（系北京新发地市场返乡人
员）、张家口沽源县2例（均与北京返
乡人员有密切接触史）。无新增死亡
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6 月 20 日 0 —24 时，河北省新增

报告无症状感染者0例。
截至6月20日24时，河北省现有

确诊病例 16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22例（含境外输入10例），累计死亡
病例6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4
例、境外输入病例10例，现有疑似病例
0例。尚在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537人。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10例（含境外输入5例）。

我省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图为5月30日拍摄的京雄高速兰沟洼特大桥建设现场。目前，京雄高速
公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京雄高速是雄安新区“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北京城区和雄安新区便捷的高速通道。项目计划于
2020年底主体建成，2021年上半年全线通车。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6 月 17
日，省住建厅发布《河北省施工现场建
筑垃圾减量化实施手册（试行）》，对新
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源头减
量、分类收集与存放、就地处置、排放
控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手册明确，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
源头减量应通过施工图纸深化、施工
方案优化、永临结合、临时设施和周
转材料重复利用、施工过程管控等措
施，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施工单位
应在不降低设计标准、不影响设计功
能的前提下，与设计人员充分沟通，

合理优化、深化原设计，避免或减少
施工过程中拆改、变更产生建筑垃
圾。建设单位应支持施工单位对具
备条件的施工现场水、电、消防、道路
等临时设施工程实施永临结合，并通
过合理的维护措施，确保交付时满足
使用功能需要。

鼓励以末端处理为导向对建筑垃
圾进一步细化分类。施工现场建筑垃
圾按《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分为工
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
圾。施工现场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
按材料的化学成分可分为金属类、无
机非金属类、混合类。

具备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
能力的施工单位，应根据场地条件，
合理设置建筑垃圾加工区及产品储
存区，提升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水平及再生产品质量。工程渣
土、工程泥浆采取土质改良措施，符
合回填土质要求的，可用于土方回
填。工程渣土主要用于就地回填，亦
可 堆 土 造 景 、废 弃 地 复 耕 、建 设 公
园。施工现场难以就地利用的建筑
垃圾，应制定合理的消防、防腐及环
保措施，并按相关要求及时转运到建
筑垃圾处置场所进行资源化处置和
再利用。

优化施工方案 管控施工过程 就地资源化处置

我省多举措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京雄高速建设
有序推进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为
统筹做好省内景区、公共文化
服务场馆等区域的疫情防控和
开放管理工作，6月 21日，省文
旅厅正式启用河北省文旅分时
预约平台，推行门票预约管理
制度，引导游客提早预约、错峰
旅游。

为适应不同用户的使用习
惯，该平台打造了“乐享冀”“畅
游冀”两个微信小程序。所有
游客在进入景区、公共文化服
务场馆之前，须使用其中的任
意一个小程序进行登记预约，
方可参观游览。

端午节将至，省文旅厅向
游客发出倡议，旅游前不仅要
提前做好线上预约，还要注意
分时错峰出行，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景区、公共文化服务场馆
的防疫工作，不扎堆不聚集，文
明有序，平安快乐地度过美好
假期。

据悉，9 月底前，我省将全
面完成全省所有 A 级景区、公
共文化服务场馆和剧院的预约
和数据接入工作，并与“一部手
机游河北”平台打通，使河北省
文旅分时预约平台功能更加强
大，使用更加便捷。

先预约 再出游

河北省文旅分时
预约平台启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
平）从6月21日召开的河北
省园林博览会组委会第五
次会议上获悉，河北省第四
届园林博览会将于 2020年
9月中旬在邯郸开幕，11月
底闭幕。目前，各项筹备工
作正有序推进。

据介绍，省第四届园博
会项目选址于邯郸市复兴
区西湖区域，规划总面积约
4242 亩，核心区域约 1838
亩。围绕“山水邯郸、绿色
复兴”主题，遵循“城市双
修、乡村振兴”理念，按照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河北
一流、邯郸特色”标准，规划
建设核心文化游览区、生态
湿地保护区、生态修复实践
区、地域特色展示区、钢城
农趣服务区、齐村民俗体验
区和涧沟农旅文化区等 7
大功能区，打造精彩绝伦、
永不落幕的园博盛会。

本着“生态、共享、创
新、精彩”原则，考虑当前疫
情防控实际，此次园博会突
出节俭办会原则，对会期活
动进行了精简，取消了城市
文化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座谈会等活动。

届时，如仍处于疫情防
控时期，开闭幕式将实行

“1+13”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办会方案，主会场（线下）控
制在 50 人以下，在各市设
分会场进行线上办会，以视
频形式举行。游园活动采
取实地观摩+网络直播形

式，开幕式当天线下参会人员采取分组、
分线、错时观摩的形式，重点观摩园博会
主场馆、邯西生态片区等。利用直播、抖
音等形式和 5G 网络平台对园博园各场
馆和景观节点进行网上直播、宣传推
介。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成果展等展
览展示活动，也将采用线上展示与线下
展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下人数控制
在50人以下，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

目前，省第四届园博会完成了吉祥
物征集、会歌创作、志愿者招募等工作，
园博园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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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1 至 5
月，邮政企业和全省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255 亿
元，同比增长 33.9%；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
业收入）累计完成 147.9 亿元，
同比增长23.8%。其中5月份全
行业业务总量完成 69.3 亿元，
同比增长61.8%；业务收入完成
35.9亿元，同比增长41.7%。

1 至 5 月，全省邮政服务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 54.4 亿元，同
比增长15.1%；邮政寄递服务业
务量累计完成4.5亿件，同比增

长 8.7%；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
入累计完成6.3亿元，同比增长
20.6%。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累计完成 10.4 亿件，同比
增长38.9%；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09.3亿元，同比增长29.6%。

5月份，邮政服务业务总量
完 成 1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4%；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完
成 8705.4万件，同比增长 5.2%；
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完成
1.2 亿元，同比增长 25.2%。快
递业务量完成3.0亿件，同比增
长 67.1%；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29.2亿元，同比增长50.1%。

5月份全省邮政业
业务总量同比增长61.8%

■全省浅层超采区地下水位下降幅度明显减

慢，有39个县（市、区）水位回升

■全省深层超采区地下水位平均埋深与上年

同比上升1.85米，有47个县（市、区）水位

回升

截
至
五
月
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