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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王
翠）检查、诊断、开方……邢台市南和区
北师村卫生室内，村医师军强娴熟地操
作着，“我背起红十字药箱那一年才 20
岁出头，最早的技术是从我母亲那儿学
的。”从医20多年了，师军强一直被称为

“赤脚医生”。如今，他不仅领上了工资，
还有了社保，“咱‘赤脚医生’终于穿上
了‘鞋’，没了后顾之忧，更能一心为村
民服务了！”

师军强的“变身”缘于邢台市推行的
乡村卫生健康服务一体化改革。2019年，
邢台市威县、清河、南和以及64个乡镇在
我省率先完成改革试点任务。今年以来，

该市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6 月底全面完成改革任务。所有县

（市、区）为纳入一体化管理且符合条件
的村医全部办理了养老保险，并将单位
缴纳部分列入财政预算。为所有村卫生
室全部拨付运行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
保障村卫生室水、电、暖、气、网等正常运
行。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投入，全
市共投资乡镇卫生院（中心）建设8186万
元，村卫生室建设3457万元，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设备购置3746万元，基层就医环
境和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邢台市对村医实行定岗定员，共设
置村医岗位6715个。各县（市、区）对村医

实行统一招聘、管理、调配和使用，明确
养老保障待遇；对因年龄偏大不具备办
理条件的村医，离岗后参照原“赤脚医
生”养老补助办法予以补助。村医收入由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费（一般诊疗费）、基本药物专项补
助等组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落实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
售。截至目前，全市通过考试考核，共聘
用村医6528人。其中，各县（市、区）共招
录“大学生村医”144人，通过全省定向招
录村医642人。按照村医培训计划，全市
共对乡村两级开展业务培训18476人次。

同时，该市深入实施“一县一特色、

一县一亮点”工程，鼓励各地立足实际积
极探索。清河县、南和区对全部卫生院进
行改造、扩建，优化服务环境，改善服务
条件，提升服务能力，使卫生院收入实现
翻倍增长。巨鹿县创新“医养一体、两院
融合”模式，推进基层医疗和养老资源设
施共用共享、互通互联，有效拓展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发展空间。任泽区、襄都区以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为切入点，
积极探索医防融合服务模式，对纳入健
康管理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开展服
务。内丘县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
极培养中医药人才，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逐步建立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

邢台全面完成乡村卫生健康服务一体化改革

改善村医待遇为“赤脚医生”“穿上鞋”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
讯员赵希源）从唐山市财政部门获
悉，为加强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建设，唐山市积极统筹整合资金，加
强防灾体系建设，强化抗灾措施保
障，加大救灾投入力度，今年共安排
各项防灾减灾救灾支持资金 36770
万元。

唐山是国家级防震减灾示范城
市。今年，唐山共投入地震监测预
报、预防、应急救援经费2063万元，重
点用于保障地震系统工作机制有效
运转，地震观测台站、烈度速报台点
的维护和设备更新、设施改造，以及
防灾减灾知识宣传等。

为应对汛期，防止城市内涝，唐
山不断加强城市防汛工程建设，今
年市本级安排资金 300 万元，对排水
管网、排水明渠及雨水泵站清除淤
泥，改造雨水收水设施，并安排资金
4000 万元，对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
司雨水管网和雨水泵站等维护支出
进行补贴。同时，加强气象测报服
务建设，安排 440 万元天气预报制作
及播报经费，以及 150 万元用于城区
多要素自动气象站网升级改造，提
高气象预报的精细化程度、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准确率。并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防汛抗旱物资的购置、物资
库房翻修改造等以及雨水情等信息
系统升级改造。

强化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及消防
系统保障，支持实施农村危旧住房改
造工程。今年全市共安排资金 9276
万元用于消防事业发展，市本级安排
资金 200 万元用于改造农村危旧住
房 ，全 面 提 升 农 房 抵 御 自 然 灾 害
水平。

加强防灾体系建设 强化抗灾措施保障

唐山今年安排防灾减灾救灾资金36770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近日，省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
作领导小组公布了2019年度全
省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作考核
结果。邢台市、沧州市、邯郸市
为优秀等次市；安平县、固安
县、曲周县、玉田县、隆尧县、文
安县、深州市、高碑店市、武邑
县、献县为优秀等次县（市）。

去年，省委、省政府将县域
特色产业振兴列为重点工作，
省级抓顶层设计，推进省重点
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振兴计划、
发展规划、转型路径、领导包
联四个全覆盖；抓精准服务，
开展工业设计植入、推动企业
上云、培育“专精特新”、提升

企业家素质培训、按需开展公
共服务、组织银企对接，全力
推进集群企业创新转型。省
市县协调联动，聚焦 12 条振兴
路径，大力实施“六个一”工
程，县域特色产业焕发强大活
力，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进
一步凸显。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省
269 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营业
收入 19885.02 亿元，同比增长
14.85%，约占县域民营经济的
21%；上缴税金 471.47 亿元，同
比增长 12.83%，约占县域民营
经济的 26%；从业人员 428.5 万
人，同比增长5.2%，约占县域民
营经济的26.6%。

2019年度全省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

作考核结果揭晓

邢台沧州邯郸为优秀等次市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周禹佳、王
猛 记者霍相博）近日，文安县在大柳
河镇西码头扬水站周边举行防汛演
练。该县以大清河南支发生50年一遇
洪水为背景，动员各级党员干部及民
间救援力量600余人，重点演练洪水调
度、水上救生、巡堤除险等内容，切实
锻炼抢险队的实战能力。

文安县地处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
中下游，县内文安洼为我省八大洼淀
之一，是海河流域淹没面积最广、滞洪

容积最大的蓄滞洪区，保护着北京、天
津、雄安新区、京九铁路、京沪铁路、华
北油田的防洪安全。针对今年严峻的
防汛形势，该县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准
备工作，31 条主要河道落实县、乡、村
三级河长 392 人，严格执行巡堤查险、
险情灾情报告等制度。对全县行洪河
道、排沥渠道、五条堤防和险工险段进
行了拉网式排查，对查出的 47 处安全
隐患进行了整改。对 4 座大型泵站、2
座节制闸进行了维护、检修和启闭试

验，保障运转正常。清理河道垃圾
3256立方米，拆除违建4.9万平方米。

该县还存储桩木、振动锤、冲锋舟
等防汛物资 40 余种；组建乡镇级防汛
抢险队伍12944人、后备队伍15905人，
建立了由40名业务技术骨干组成的专
业防汛抢险队；利用“人防+无人机巡
防”“河长云 APP”等方式定期监督巡
查。同时配备了4部铱星卫星电话、270
台对讲机，安装了31个星光级4G高清
摄像头，保障了预警通信需要。

落实责任 整改隐患 储备物资

文安县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
莹 通讯员王亚旭）前不久，作
为今年的省重点项目，涿州方
方电子先进集成芯片产业化项
目在用地审批上“卡了壳”。项
目包联责任人、保定市发改委
副主任樊运会了解到情况后，
多方协调，最终帮企业解决了
这一难题。据介绍，目前，保定
市 357 项市以上重点项目已实
现领导包联全覆盖。

保定市积极加快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今年 2 月，该市专门
制定了重点项目领导包联工作
方案，明确市四大班子领导对总
投资2077.8亿元的86个重点项
目进行包联，对市以上重点项目
全部实现县级领导包联全覆盖。

该市建立了领导包联工作
台账，通过制发市级领导包联

重点项目提示函，加强对县级
领导包联工作督导等措施，推
进领导包联工作做细做实。莲
池区把每周一 19∶00 到 21∶30
作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主题夜”，全体区级领导深入企
业一线走访协调，对包联项目
存在问题集中研判解决。

截至目前，保定市级包联
领导现场调研重点项目 64 次，
召开协调会 26 次，协调解决疫
情防控、原材料供应、复工复
产、行政审批等问题共 57 个。
县级包联领导现场调研重点项
目 582 次，召开协调会 354 次，
协调解决问题共387个。1至6
月，全市市以上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338.1亿元，投资完成率超
60%，其中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
率超过70%。

保定357项重点项目
实现领导包联全覆盖

1至6月，该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70%

“赤脚医生”“穿鞋”
“健康乡村”提速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日前，工人操
作机械设备在卢
龙县卢龙镇境内
的青龙河沿岸防
洪大堤修护工程
工地施工。5月下
旬以来，河北省各
地以七里河、沙
河、唐河、北拒马
河、瀑河等5条新
增常态化补水河
道为重点，对流域
面积50平方公里
以上的1386条河
道集中开展清理
整治。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上接第一版）同时与各地业务单位交流
信息，最终修补后的碑文都得到了烈士
家属和烈士籍贯地有关部门的认可。

何腊光烈士碑文的修补就得益于
湖北省仙桃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许明月
提供的信息：何腊光烈士碑文中的籍贯

“湖北省沔阳县”，已经划归到荆州市洪
湖市。

“在许明月的帮助下，我们和洪湖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当地几经寻
访，最终确定了何腊光烈士籍贯是荆州
市洪湖市万全镇。”娄月告诉笔者，从建
园到现在，何腊光烈士没有亲属来祭奠
过，此次籍贯的改动，有助于帮烈士寻找
家乡和亲属，“这样不仅能告慰先烈，也
有利于后人祭奠缅怀，更有利于英烈精

神传承弘扬。”
除了修补碑文，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还编辑整理出了何腊光、辛力生、那恕、
郗晓峰等59位抗日英烈的资料，全部上
报第三批国家级著名抗日英烈。

“今年 9月，我们将推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

周年专题展览等纪念活动。”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管理处党委书记任兆元介绍，他
们还专门打造了红色数字家园，在陵园
官网和微信平台可以 360度全景漫游的
方式观看各陈列展览，并配有详细的语
音讲解。

“我们的数字化展馆还在不断完善
中，目标就是用这种新的方式让群众对
英烈的缅怀常态化。”任兆元说。

（上接第一版）多样化的线上
服务正在创造一个美丽的新
世界，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幸福
感、获得感。

对品质消费的追求，是美
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年
来，线上消费在日益发展壮大
的同时，也不断拓展和满足着
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提升着
人们的生活品质。这是我省
大力推进线上消费，带动消费
升级，促进电子商务与居民消
费融合发展的结果。现今的
燕赵大地上，网络零售快速增
长，传统实体积极转型，线上
线下融合加速，新消费生机蓬
勃，新生活昂首阔步。

放眼未来，随着智能视觉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
展，VR、AR 数字化技术的进
一步普及，线上消费必将向视
觉化、智能化迈进。正如一家
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所说，在将
来，我们可以通过深度摄像
头、3D 屏幕显示，手指一点就
能看到任何一个物体的立体
化模型，体验到实体店里的一
切感受，并连接到电商送到你
家中。把握线上消费新趋势，
抓住消费发展新契机，以新理
念引领新消费，以新技术创造
新体验，那些存在于科幻片中
的场景定会更多地出现在我
们身边，引燃新的消费变革和
升级，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斑斓
多彩。

让烈士生平更准确更完整

（上接第一版）现场观众深受教育。
本场文艺汇演是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于近期推出的“忆英烈、铭初心”系列
纪念活动之一。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展示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波澜壮阔
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歌颂革命英烈为
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弘扬
先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牺牲

的崇高精神，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以“忆
英烈、铭初心”为主题策划推出红色文
艺汇演、系列红色图书等一系列文化
精品。

同时，园区立足丰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创办“初心剧社”，围绕左权、范筑先、
金方昌等著名烈士事迹，以喜闻乐见的
形式，编创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演出剧

目，在红色文化教育传播中心定期演出，
并逐步将节目推送到学校、部队、机关、
社区和厂矿进行巡演。“我们要以接地气
的方式，讲好革命故事，讲好根据地故
事，讲好英雄和烈士故事。”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党委书记杨俊岭表示，要发动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到红色精神的传承中
来，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位于邯郸主城区的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是为纪念牺牲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八
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一二九师
及晋冀鲁豫军区的革命烈士，1946 年 3
月由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决议修建的，
于1950年10月21日落成，是国务院批准
的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
单位。

邢台市推行乡村卫生健
康服务一体化改革，为乡村
医生提供制度保障，解除“后
顾之忧”，有效调动起了他们
服 务 村 民 的 积 极 性 、创 造
性。对邢台的做法，今天的

《河北日报》做了报道。
乡村医生，最初叫“赤脚

医生”，诞生于上个世纪六七
十年代，曾和农村卫生网、合
作医疗制度一起，被称为中国
农村卫生事业的“三大支柱”。
直到今天，村医仍然是农村医
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在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变化，村医的生存和发展
却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
国家卫健委信息统计中心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7
月到 2019 年 7 月，全国村卫
生室数量减少了 11858 个。
有关调查表明，困扰村医的
问题主要有 3 个：一是薪酬，
收入普遍偏低；二是身份，很

多人永远是“临时工”，编制
只给年轻人；三是养老，很多
村医还没有纳入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养老负担沉重。

“赤脚医生”行路难，“病
根”主要在“赤脚”；守护群众
健康的村医，迫切需要有力
的呵护。

邢台市为“赤脚医生”穿
“鞋”的一系列改革，抓住了
关键，“改”到了点子上，一揽
子解决了村医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困难。可以说在全省走
在了前列，值得借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面小康。给“赤脚医生”
穿上“鞋”，才能让“健康乡
村”建设再提速。截至上个
月，邢台市乡村卫生健康服
务一体化改革在全省率先全
面完成。期待这项改革在各
地顺利推进、如期完成，让
穿上“鞋”的村医和我们大
家一起，“跑”出“健康河北”
加 速 度 ，乐 享 全 面 小 康 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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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戴绍志）全市土
地流转总面积达 531 万亩，占家庭承包
地总面积的 52.1%；全市市级及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达到94个……近年来，沧州
市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发展规模农业、科技农业、绿色
农业、品牌农业和质量农业，呈现了农
业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
稳定的良好局面。

做大规模农业。该市有序推进土
地流转，目前全市土地流转总面积达
531 万亩，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 52.1%。

做大做强新型经营主体，全市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到 40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11301家，家
庭农场发展到 3745 家。打造现代农业
园区，全市市级及以上现代农业园区达
到94个。

创新科技农业。目前，沧州市拥有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 9 个，国
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1 个，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15个，国家级“星创天地”5个，省级

“星创天地”42个，省级农业科技小巨人
企业 38 个。实施农业科技研发专项行

动，推广绿色高效优质新品种、成熟适
用技术、粮改饲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30
个，全市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到位
率稳定在98%、95%。

发展绿色农业。大力实施畜牧业
升级、秸秆综合利用、农药化肥减量增
效工程，全市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到 98.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1%。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实施季节
性休耕 71.05 万亩，实施小麦节水品种
及配套技术推广补贴项目 148.6 万亩，
实施旱作雨养种植 18.9万亩，实施高效

节水灌溉项目30万亩。
打造品牌农业。以孟村肉鸡、黄骅

冬枣、泊头鸭梨、献县肉鸭、献县金丝小
枣等特色优质农产品为依托，大力发展
精深加工业，打造农业特色牌。目前，
全市已拥有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6 个、涉
农省名牌产品 51 个、中国驰名商标 7
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6个。

推进质量农业。组织申报制修订
农业地方标准项目58项；创建部级蔬菜
标准园 15 个、省级蔬菜产业园 8 个；农
业标准化覆盖率达到70.24%；认证绿色
食品达到 32 个。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全市共发放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1457本，建立电子信用档案
10034个，建设追溯试点180个。强化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14个县（市）建立农
产品质检机构并开展检测工作，实现了
农业县（市）安全县创建全覆盖。

全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沧州市级及以上现代农业园区达9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