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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据省气
象台信息，7月8日夜间开始到10日白
天，我省多雷雨天气，降雨的特点是雨
量分布不均、局地强度大。7月8日，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上下联动
应对极端天气，有效做好各项防灾减
灾工作。

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各地要把防汛
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认
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危害性、致灾性，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落实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抗
洪责任制，关键要落实重点区域、重点
河段、重点工程和薄弱环节的防汛责
任，强化责任担当，严明防汛纪律。各地
要完善责任链条，进一步压实乡村防汛
责任，确保责任到乡、到村、到人。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对流天气
系统移动速度快，局地性强，预报难度
大，要密切跟踪，及时分析会商，在第一
时间发布预警信息。特别要加强局部
性、突发性强降雨监测预报，及时预测
发展趋势。密切监视强降水可能引发
的山洪、地质灾害，及时做好预警和人

员转移。加强宣传防范暴雨、强对流天
气科普知识，增强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紧盯防汛重点部位。突出抓好山
洪地质灾害、尾矿库、工矿企业、病险
水库、城市低洼地带等防御工作。落
实下沉地道、地铁、地下车库及商场等
区域应急管制措施。提前做好山洪威
胁区、旅游景区、低洼易涝区、河道内
村庄、施工场所等重点区域人员转移
安置工作，县、乡分包行政责任人要下

沉一级，进驻乡村，帮助做好应急防范
和群众转移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各地要统
筹消防救援队伍、水利专业抢险队伍、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时刻保持临
战状态。加强应急、水利、自然资源、
气象等部门间协调配合，加强与当地
驻军、武警部队的沟通对接，实现信息
实时共享。一旦发生灾害，要迅速行

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组织指
挥，统筹协调调度，有力有序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上报。要严
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全面掌握雨情、汛情、工情，确保上情
下达，下情上知。发生险情灾情时，要
迅速处置，第一时间上报。要严肃值
班纪律，对擅离职守、失职渎职造成严
重后果的，将依法依纪严肃追责。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

应对极端天气 有效防灾减灾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
员任树春）7月8日，我省大部分地区
降小到中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
中部，邯郸东部，张家口局部降大雨。
其中，保定、石家庄、邯郸三市的局部
降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8毫米。

受此次降雨影响，我省部分河道出
现3站次小幅涨水过程。其中，永定河

水系东洋河柴沟堡（东）（万全区）8日23
时12分流量为10.70立方米每秒，子牙
河水系洨河南赵（栾城区）9日5时12分
流量为69立方米每秒，子牙河水系洨河
小马（宁晋县）8日20时40分流量为26
立方米每秒。目前我省其他主要河道
水情平稳，未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截至7月9日8时，全省大中型水

库总蓄水量21.42亿立方米，比去年同
期少蓄水3.63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
蓄水2.82亿立方米。其中，18座大型水
库蓄水18.01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
蓄水2.48亿立方米；44座中型水库蓄
水3.41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
0.35亿立方米；平原洼淀（白洋淀、衡水
湖、大浪淀）蓄水5.04亿立方米。

受7月8日降雨影响

我省部分河道出现小幅涨水过程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7 月 8
日，唐山市2020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在遵化市侯家寨乡前后杖子村举行，
通过群众避险转移、遇险群众救援、
河道堤坝抢险、桥涵清障排险等步
骤，确保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
群控。

通过深入督导检查、积极开展演
练、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物资储备等

举措，唐山市扎实开展汛期防范工
作。目前已落实各类防汛责任人878
名并建立了台账，市、县两级共储备
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2762.43万元。

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
不止”的要求，唐山市开展了水工程
分组包县汛前大检查等各项检查，涵
盖全市129座水库、142个山洪防治重
点村、30处河道堤防险工险段、1个蓄

滞洪区。通过大规模检查，共发现问
题 148 个，均建立台账并全部整改
到位。

为加强防汛抢险队伍建设和物
资储备，唐山市不断强化消防救援、
防汛抢险等救援力量的防汛培训和
训练，充实人员力量，更新救援装备，
补齐防汛物资，组织开展实战演练，
提升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从邢台市
政府新闻办7月7日举行的发布会上
了解到，截至目前，邢台市城管、交通、
建设、卫生等单位共组建防汛抢险队
伍5支共1540人，落实抢险救援车辆
78台，市城管局及属地政府更新储备
发电机、水泵、雨衣、应急照明、救生圈
等约150万元的物资全部到位。

为有效应对集中较强降雨造成积
水或遇到停电泵站无法工作，市城管局
备有2辆移动泵车及2台移动水泵作为
机动力量，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在市区
遭遇大到暴雨天气时，市城管局将利
用微信、微博、主要街道的8块电子大
屏等，每半个小时向社会发布市区地
道桥及一些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

为防范内涝，邢台市城管局已清
淘32条市管街道雨污水井、接户井和
收水口1.8万个，清理小黄河、围寨河、
牛尾河、茶棚沟 4 条河道及沿线垃圾
约 5000 立方米。信都区、襄都区、开
发区疏通区管街道各类井口4300个，
雨水管网 16.5 万米，清理垃圾淤泥
1400余立方米。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
磊）“木料、编织袋、消杀用
品必须提前备好。防汛备
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做到万无一失。”7
月 7 日一早，饶阳县留楚
乡西赵市村村委会大院
内，村党支部书记孙富宅
再次带领几名村干部清点
核查防汛物资。

据衡水气象部门预
测，1 至 5 月，该市平均降
水量 118 毫米，较常年偏
多 56.7%，今年汛期极端
天气过程发生几率较往年
大幅提升。立足防大汛、
抢大险、救大灾，衡水市提
前谋划，提早部署，完善防
汛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
立党政领导、部门领导、技
术人员包县市区“三位一
体”防汛责任制。

为确保发现险情第一
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
衡水市将防汛应急指挥机
构延伸到乡村，在乡镇一
级设指挥部，村一级设前
线指挥所，密切关注水情、
雨情、汛情，严格执行信息
报告制度，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该市4994
个村已全部成立了防汛前线指挥所。

同时，衡水市已储备市本级防汛
物资价值901万元、县级防汛物资价
值655万元。对现有抢险设备、救生器
材进行临战检查和维护保养，优化调
运路线、备好调运车辆、落实调运人
员，确保物资储得好、调得动、运得
出、用得上。

衡水市统筹安排、科学配备了各
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 78 支 2144 人，
其中市级14支460人，县级64支1684
人。按照“汛期不过、演练不停”要
求，各县市区组织开展了监测预警、
堤防加固、堤坝堵口、管涌抢护、水域
施救、转移被困群众等内容的防洪抢
险应急救援演练，切实提高市县两级
应急救援抢险能力。

7月9日，石家庄市2020年防洪抢险应急救援演练在滹沱河综合整治5号水面举行，抢险人员模拟演练启动
应急响应、堤防加固、堤坝堵口、管涌抢护、水域施救等防汛关键环节。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新华社石家庄7月9日电（记者曹
国厂、杜一方）“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
坡”，在西盘石村流传多年的这句顺口
溜，是村民曾经行路难的真实写照。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太行山深
处的西盘石村，距离革命圣地西柏坡约
30公里,全村141户466人。村里土地面
积6760亩，山地占去6120亩，除去水库
和道路，耕地只有490亩。

村党支部书记闫风明说，以前山多
地少、靠天吃饭，到山间梯田的路上布满
荆棘，半数以上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全村最大的一片耕地面积不到 4
亩。”67岁的村民于东录家有3亩多地，
分散为20多片。“过去田间路不通，肥料
只能一点一点往地里背，有时候农产品
烂在地里也卖不出去。”

从2016年起，河北省委军民融合办

精准帮扶西盘石村。扶贫先扶志，驻村
工作队组织村干部和党员到井冈山、延
安等地参观学习，改变了等靠要思想；
组织贫困群众走进西柏坡，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信心。

“行路难是横亘在西盘石村脱贫致
富路上最大的障碍。”河北省委军民融
合办总工程师、驻村第一书记连拥军
说，“道路不通的时候，很多上年纪的山
里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要
想富，必须先修路。”

经过几年努力，至去年10月28日，
投资 49 万元、总长 1.8 公里的 2 条农田
道路硬化工程竣工，极大地方便了农田
耕作；11月份，工作队自筹资金10万元，
拓宽了 2.5 公里出村公路，并在公路陡
峭处安装300米的钢板护栏，为往来车
辆增加了安全度。最近，又有610多米田
间路开始硬化。

目前，西盘石村内外道路硬化达到

15.5公里，和邻村北桃杏的山路也由过
去的羊肠小道变成通途。

“以前从北桃杏到西盘石4公里的羊
肠小道，得走1个多小时，亲戚来往十分
不便。因为路难走，村里姑娘都不愿往西
盘石嫁。”北桃杏村74岁的何同明说，“现
在大路修好了，开车只需10来分钟，这条
路实现了两村百姓多年的夙愿。”

行路难解决了，驻村工作队又向
“吃水难”发起攻坚。闫风明说，当地出
现了多年未遇的干旱，20世纪70年代修
建的库容10多万立方米的水库眼看就
见底。今年 5 月，驻村工作队筹集资金
8.5 万元，打了两眼 180 米的深井，汩汩
清泉滋润了村民心田。

交通、饮水、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
有了，致富项目也在同步进行。近两年，
工作队帮扶村里发展肉牛养殖、建光伏
电站，仅此两项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40
多万元收入。今年春季，全村种植连翘

800多亩，荒坡地变成了经济林。
闫风明说，工作队驻村前，村民人

均年纯收入不足 2400 元。2018 年 9 月，
平山县退出贫困县行列，西盘石村和广
大贫困村一道脱贫出列。2019 年底，村
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7000元。

为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驻村工
作队正协调河北科工建筑工程集团和
村委会签署就业合作协议，确保每户一
个适龄劳动力可到公司就业。同时，提
升花椒、核桃等传统种植业品质，打造
生态品牌、提高附加值。

记者在西盘石村采访时看到，村委
会门口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太行山是根，西柏坡是魂，西盘石是我
第二故乡。连拥军说：“这是我们驻村工
作队的座右铭”。

西盘石村驻村工作队表示：“我们一定
心系老区献真情、扎根深山干实事，交出
一份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满意答卷。”

太行山村脱贫“路”羊肠小道变通途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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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2762.43万元

抢险队伍严阵以待 防汛物资全部到位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7月9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
称“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人
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
向全球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以下简称“北京冬
奥会”）公共艺术作品征集公
告，邀请全球艺术家用艺术语
言体现冬奥理念，共同打造奥
运文化遗产，推动公共艺术事
业蓬勃发展，为历史留下最生
动的形象记忆。

本次全球征集活动以“点
染冰雪 凝铸冬奥”为主题，旨
在用公共艺术语言充分体现

“纯洁的冰雪 激情的约会”冬
奥会愿景，表达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并融入智慧冬奥
理念，为创造北京冬奥会的精
彩 、非 凡 、卓 越 贡 献 智 慧 和
力量。

根据征集公告，本次作品
征集主要以雕塑为表现形式，
所有热爱奥林匹克运动、支持
和关心北京冬奥会，对公共艺
术设计感兴趣并自愿遵守本次
全球征集活动全部要求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与。应征方案的艺术风格、形

式、材质、规格、表现手法和技
法不限，提倡造型新颖、应用新
材料技术的设计。

应征人可以通过北京冬奥
组 委 官 方 网 站（https://www.
beijing2022.cn）或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ghzrzyw.beijing.gov.cn）
的提交系统进行线上提交。作
品征集将截止到北京时间2020
年10月15日。

作品征集结束后，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将邀请专家评委
依次评选出 100 名“入围奖”
和 20 名“提名奖”。其中 20 名

“提名奖”将制作正式小样进
行公开展示，并由公众通过网
络投票选出最终 10 件“最佳
方案”。所有获奖艺术家都将
获得由北京冬奥组委颁发的
荣誉证书。

最终入选的 10 件“最佳
方案”将永久安置于国家速
滑馆、延庆赛区主入口广场、
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等核心
节点位置，与竞赛场馆共同
组成北京冬奥会重要的文化
遗产。同时，主办方还将以
国际化视野和思考，力求让
本次全球征集活动成为艺术
家 与 国 际 艺 术 平 台 连 接 的
桥梁。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公共艺术作品全球征集活动启动

端出“招牌菜”
当好“店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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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7月7日，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省
政务服务办召开全省依法撤销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
记专项治理工作调度视频会
议。记者获悉，今年 3 月 23 日
启动的该专项治理取得进展，
截至 6 月 25 日，全省共受理撤
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
登记申请149件，已办结45件，
处于市场监管部门调查阶段78
件、行政审批部门撤销阶段
26件。

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积极会同同
级行政审批部门和公安机关，
按照“属地负责、三方协同”的
原则，细化工作方案，健全工作
机制，建立工作台账，认真进行
清理整治。

会议要求各市市场监管、
行政审批部门要对照辖区《撤

销冒名登记工作台账》，严格按
照时间节点，实行清单管理和
挂图作战，持续跟踪问效。各
地行政审批部门要坚持治标与
治本相结合，严格把好公司登
记注册入口，执行企业登记身
份管理实名验证，规范企业登
记注册秩序，以优质高效便捷
的服务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完善市场
监管、行政审批部门协调联动
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对
撤销冒名登记治理工作中发现
的典型问题，找准产生原因，认
定问题性质，全面化解到位。
加强与公安机关、司法部门的
沟通协作，依法处置恶意申请
撤销等行为。切实加强窗口建
设，提高工作标准，细化服务流
程，真正做到解读政策到位、调
查反馈到位、处理结果到位，让
群众满意高兴。

全省依法撤销冒名登记专项治理取得进展

受理申请149件 已办结45件

企业发展，需要解决的
问题很多。疫情之下，企业
遇到的困难更多、更大。用
工紧张、运输受阻、原材料短
缺等，桩桩件件都是“绊脚
石”，尤其需要政府及时伸出
援手。

最近，河北日报客户端
先后刊发两篇报道，介绍河
北两个市为企业办实事、解
难题的典型做法。

——承德市，在千家重
点企业设立政府工作站，帮
助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
务，打通政府服务企业的“最
后一公里”。

——唐山市，深入开展
“帮企业办实事”活动，努力
实现企业的“忧”“急”在哪
里 ，政 府 办 事 服 务 就 到
哪里。

设立政府工作站、开展
“帮企业办实事”活动，可以
说是这两个市服务企业的

“招牌菜”。这两道“菜”好在
哪里？

首先是主动。主动作
为、“上门服务”，实现了从

“企业找政府”到“政府找企
业”的转变。

其次是靠前。政府工作
人员下沉到企业一线，提早
发现问题，让解渴的政策、管
用的措施跑在企业困难的
前头。

第三是全面。政府服务
不仅贯穿解决问题的全过
程，而且涵盖企业生产、经营
的各方面、各环节，基本实现
了全覆盖、无死角。

主动作为有速度，精准
服务有温度。提升政府服务
水平，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
键。期待各地政府都能创新
方式、主动作为，端出“招牌
菜”，当好“店小二”，让优化
营商环境的成效，体现在企
业实实在在的发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