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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发改
委、省商务厅、省人社厅等八部门日前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扶贫产业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明确了总体目标：家政
服务扶贫产业加快发展，精准扶贫作用
有效发挥，有意愿、有能力从事家政服
务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应培尽培，
每年有组织向京津输出2000人以上，带
贫率达到 15%以上。到 2020年底，全省
累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超过25万人次，
省级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基本建成；
到2022年底，员工制家政企业比例达到
5%，家政服务进社区实现全覆盖。

根据实施意见，我省将实施六项重
点任务，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扶贫产业，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实施家政服务扶贫工程。摸清有
意愿从事家政服务的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贫困学生底数，纳入就业帮扶清
单，组织发动其参加家政服务技能培
训。加强京津冀供需对接，把建立家政
服务扶贫培训输出基地作为京津对口
帮扶贫困县的重要内容。鼓励各市、贫
困县在京津地区成立具有辐射和影响
力的家政服务公司。开展“百城万村”
家政扶贫，组织家政服务企业和劳务输
出基地与贫困县进行对接。

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支持

中介制向员工制企业转型，引导灵活就
业人员逐步加入员工制企业。全省每
年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50家以上。

着力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支持依
托政府投资建设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设立家政服务网点，鼓励城市新建小
区中同步建设家政服务网点设施，把家
政服务设施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支持
通过新建、改扩建，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
服务设施。打造一批智慧家政服务社区。

实施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对有意
愿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进行基础性培
训，对新上岗人员开展岗前培训，对在
岗人员每2年进行1次“回炉”培训。支
持家政企业负责人、家政服务培训师进
入高职院校进修。推动院校开设家政
服务专业，深化家政服务产教融合。

实施家政服务领域信用建设专项
行动。建立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依
法归集家政企业、从业人员的基础信息

和信用信息。优化信用信息服务，建立
家政从业人员个人信用记录注册、跟踪
评价和管理制度，开通家政从业人员职
业背景信息验证核查渠道。实行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

开展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
者”行动。加快衡水市全国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试点城市建设，
支持其他市、县（市、区）申报国家试点
城市。实施家政服务品牌培育计划，叫
响“燕赵家政·河北福嫂”系列品牌。

从财政支持到税费优惠，实施意见
提出了保落实的硬措施。

加大财政支持。落实对贫困劳动
力培训、就业补贴。采取“岗位+技能+
贫困劳动力”模式，聚焦贫困县，通过项
目制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贫困劳动力提
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期间按规定
给予每人每天不超过100元的生活费补
贴（含交通费）；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

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给予
每人 2000 元一次性求职补贴。对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可
按每人每月不超过 300 元标准，给予不
超过 6 个月的职业培训补贴，与一次性
吸纳补贴不可重复享受。

将家政服务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范畴，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按规定
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取得职业技能
等证书的，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对主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
订的我省企业或团体分别给予 20 万元
和 10 万元资助。对新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的家政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

强化金融支持。对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开办家政服务企业或机构，提供
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
保、基准利率、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
金的扶贫小额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
机构发行家政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
证券。推动家政服务“信易贷”。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加强社保补
贴支持，支持职业院校和本科高校申报
国家 1+X 证书制度试点。改善家政从
业人员居住条件，为家政从业人员提供
优质体检服务，表彰激励优秀企业和从
业人员，支持发展家政商业保险。

实施意见还提出落实税费和价格
优惠政策、强化法制保障等措施。

六项任务重点突破 保障措施实实在在

河北大力发展家政服务扶贫产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从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5月份，我省空气质量
综 合 指 数 平 均 为 4.14，同 比 下 降
11.2%；全省优良天数平均为22天，同
比增加 4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1.0%；
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

5 月份，我省启动了为期 5 个月
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夏季会战，推动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监测数据显示，
5月份我省六项大气主要污染物平均
浓度同比均下降。全省 PM2.5 平均

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1%；PM10 平均浓度为 67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17.3%；二氧化硫平均
浓度为 1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0%；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27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2.9%；一氧化碳平
均浓度为1.1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3%；臭氧平均浓度为187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4.6%。除臭氧外，其余
五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为 2013 年实施新标准以来
历年同期最低。

从各设区市PM2.5平均浓度情况
看，9个设区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
中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市浓度值较
低，分别为 21 微克/立方米、22 微克/

立方米、28微克/立方米。从改善程度
看，9 个设区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降幅较大的邢台、秦皇岛、沧州
市分别下降19.5%、17.6%、17.1%。

1 至 5 月，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平 均 为 5.32，同 比 下 降 16.0% ；
PM2.5 平均浓度为 53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5.9%；PM10、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等五项污染
物平均浓度同比均下降，下降幅度分
别 为 22.8% 、26.3% 、17.5% 、8.3% 、
5.0%；全省优良天数平均为107天，同
比 增 加 13 天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0.4%；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平均为8
天，同比减少 4 天，空气质量呈明显
改善态势。

六项大气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均下降

5月份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除臭氧外，其余五项污染

物平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日前从
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在持续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整合共享，优化提升平台“一网通
办”电子化、信息化服务能力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截至 5 月底，全省各级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完成交易 18215 宗，成
交额达 1242.15 亿元，其中电子化交易
占80%以上。

建成全省统一市场主体库，实现

“一地注册、全省通用”。建成全省公共
资源统一市场主体库，投标人、供应商、
受让人、竞买人等交易响应方，已累计
注册用户近 20 万人。依托统一市场主
体库，建立了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互认
互通的CA应用平台，发布了全省CA数
字证书接入规范，实现“一地注册、全省
通用”，为深入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
全流程电子化打下坚实基础。完善市
场主体库功能，实现新增机构和业务账

户分类、市场主体工作台（一站式服务
平台）、市场主体信息公开等功能。开
发市场主体 APP、微信公众平台等多个
方便市场主体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市
场主体的满意度。

建设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打通全
流程电子化最后一公里。制定《公共
资源交易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加强公
共资源交易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
管理工作，约束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

档案管理行为。大力推进全省公共资
源电子档案系统建设，利用身份认证、
电子印章、数字签名、版式文档等技
术，实现对归档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
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自动化检测，
推动档案管理从传统纸质档案形式到
电子档案形式的转变，提高查档归档
效率，全省公共资源档案管理工作有
了显著提升。

建设市县一体化电子交易系统，推
进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积极推进全省
建设市县一体化全流程电子交易系统，
大力推行电子化交易，实施不见面开
标。通过市县一体化电子交易系统，将
传统的实体开标场所转移到互联网上，
实现开标场景全程可视化，确保公共资
源交易“阳光透明”。

提升“一网通办”服务水平，今年截至5月底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成交额1242.15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马利）日前，
省教育厅公布 2020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
权单位和专业名单，新增 3 所学士学位
授权单位和140个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据了解，为加强学位授权管理，保证
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省人民政府学位委
员会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相关佐
证材料进行了线上、线下两轮评审，同意
增列河北环境工程学院、河北水利电力
学院、河北东方学院为学士学位授权单
位；同意河北师范大学的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等140个本科专业为学士学
位授权专业。

同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的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因存在专业师资严
重不足、实习实训场地短缺等问题，给予

“临时授权”。据了解，该专业须按照专
家反馈意见进行整改，省政府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将于 2021 年学士学位授权审
核时对该专业进行复审，如届时仍未能
达到相关要求，将停止授权。此外，因疫
情防控所限，所有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单
位和专业均未组织专家进校审核，对河
北环境工程学院、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河
北东方学院等3所新增授权单位和新增
授权专业，将在疫情缓解后视情况组织
专家进校实地复核。

今年我省新增三所
学士学位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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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世
强 记者崔丛丛）6月 22日，从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为
吸取浙江温岭“6·13”液化石油
气槽罐车泄漏燃爆事故惨痛教
训，扎实推进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减量控大”工作，我省将对
43385 辆危化品运输车辆监管
任务进行层层分解，交警支队、
大队逐级落实，分包到人，明确
责任、明确时限，实行户籍化
管理。

我省是危化品运输大省，
又是危化品运输的重要通道和
目的地，每天全省道路上约有
1.4万辆危化品车辆通行，交通
安全管理形势十分严峻。据悉，
截至5月底，全省纳入源头监管
服务平台危化品运输企业共
853 家 ，危 化 品 运 输 车 43385
辆，保有量居全国第3位。其中，
沧州是我省拥有危险货物运输
车最多的设区市，共 16044 辆。
另外，全省有531家企业存在车
辆3起以上违法未处理现象，其
中最多的三个设区市分别为沧
州 238 家、石家庄 72 家、唐山
44家。

针对危化品运输管理上的
安全隐患，全省公安交管部门

将集中开展消除突出安全隐
患攻坚活动，完善约谈、督办、
整改长效化机制。联合交通
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开展
一次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全
面 清 理 各 类 源 头 安 全 隐 患 。
对约谈后拒不整改的企业，实
施 联 合 惩 戒 措 施 ，依 法 实 施

“大额处罚”，倒逼企业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督促所有危化
品运输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切
实落实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
教育管理等重点制度措施，及
时提示纠正危化品运输车辆
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违反禁
限 行 时 间 区 域 规 定 等 违 法
行为。

同时，省公安交管部门将
加大危化品运输车辆的路检路
查，强化车辆通行量集中的路
段、时段的警力、装备和设备的
配备，严格查处超速行驶、疲劳
驾驶、违反禁限行时间区域等
交通违法行为。运用科技信息
化手段，对重点隐患车辆实施
精准查缉，组织源头追查，督促
运输企业或车辆所有人立即将
相关车辆追回，收缴号牌、行驶
证和登记证书，送报废回收企
业监销解体。

全省43385辆危化品运输
车辆将实行户籍化管理

2020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网络

招聘会启动以来

9542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从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获
悉，2020 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
市场网络招聘会 2 月 5 日正式
启动以来，截至 6 月中旬，网络
招聘会参会单位达到 2507 家，
提供岗位 55027 个，95420 人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初步就业意
向率为30.8%。

今年受疫情影响，河北省
毕业生就业市场由线下招聘改
为线上招聘。此次网络招聘会
将持续至8月5日，用人单位可

登录河北人才网“企业注册”端
口进行企业用户注册，经审核
后即可免费发布单位招聘信
息；求职者可登录河北人才网

“个人注册”端口进行个人用户
注册，免费浏览单位招聘信息
在线投递简历。

目前，招聘会网络活动专
栏点击浏览量达560万人次，用
人 单 位 收 取 有 效 人 才 简 历
309346 份，其中本科及以上人
才简历 133946 份，专科及以下
简历175400份。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徐华）6月22日，副省长、潴龙河
和赵王新河省级河长葛海蛟带
领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保定
市、雄安新区调研潴龙河、赵王
新河河长制落实情况。他要求，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科
学精细管理，全面加强河流保护
管理和防汛工作，把河长制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葛海蛟一行检查了潴龙
河—王大引水干渠联通工程、
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听取河
道清理整治和防洪情况汇报。
他指出，潴龙河、赵王新河位于
白洋淀上下游，加强生态治理
保 护 、汛 期 隐 患 整 治 责 任 重

大。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
级河长责任，统筹上下游、左右
岸，一河一策，分级科学管理，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要求落实到
位。要加大排污口整治、垃圾
清理、生态修复等工作力度，提
升执法监管水平，扩大宣传教
育，严防污水流入白洋淀，确保
白洋淀和流域水生态安全。要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全面排查河道险情隐患，提升
集中清理整治强度，科学完善
应急预案，有序组织情景模拟
和实战演练，确保安全度汛。
要研究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持续完善治理体系，严
防已整治问题反弹和发生新问
题，推进各项工作可持续、制度
化、规范化。

葛海蛟在保定市、雄安新区调研时要求

严 格 落 实 河 长 制
筑牢生态环境和汛期安全防线

6月20日，工人操作大型设备在昌黎县滦河口风电项目二期工程工地吊
装风力发电机组现场工作。近日，昌黎县滦河口风电项目二期工程开始正式
吊装风机。据介绍，滦河口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16.96亿元，规划容量199.5
兆瓦，分二期完成。一期工程现已并网投运，整个项目竣工投运后，年发电量
可达6亿千瓦时。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昌黎滦河口风电

项目加紧建设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6月20日至22日，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梁田
庚先后到邯郸市复兴区、肥乡
区、广平县、曲周县、魏县等地，
就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和“抓
党建、防疫情、促脱贫、保小康”
活动情况，深入乡镇、村庄及企
业调研。

梁田庚强调，各地要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积极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
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加强执法
服务平台建设，明确和规范法
律授权、管理关系，完善基层综
合执法方式和机制，充实基层
力量，强化培训，提升素质和业
务水平，切实加强基层治理能
力建设，确保乡镇街道依法行

政、规范管理、高效运行。
梁田庚要求，各级党委和

组织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履职
尽责、担当有为、服务大局的实
际行动，推动“抓防促保”活动
在基层深入开展、落地见效。
要实化措施抓落实，通过擂台
赛、观摩拉练等方式最大限度
激发干劲，推进活动开展。要
在督促指导上持续用力，建立
常态调研指导机制，以督导倒
逼责任落实。要把“抓防促保”
活动作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重要抓
手，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党建
引领，确保如期完成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梁田庚在邯郸市调研时要求

积极深化乡镇和街道改革
推动“抓防促保”活动落地见效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河北联
通近日举办的 2020 年河北联通合作伙
伴大会上获悉，截至 6 月初，河北联通
5G用户规模已突破 100万户，月户均流
量超过20G，累计开通5G宏站超过4000
站。预计今年9月底，5G宏站总规模将
达到9000站。

会上，河北联通发布了“三千兆”计
划——千兆 5G、千兆宽带及千兆 WiFi，
推出千兆家庭畅享套餐，通过极速的5G
网络和多项权益为消费者打造涵盖居
家、工作、出行的全场景立体化数字生活
新体验。为升级网速服务，河北联通推
出上网加速神器“沃+速”业务，让消费者
在暂时没有 5G 网络覆盖的区域也能获
得接近5G网络的体验。同时发布了“云
零售”一体化平台，以极速开店、云货架、
直播带货、双金融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助
力企业实现营销转型，提振产业信心。

河北联通
5G用户突破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