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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7 月 29
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紧急
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
隐患，加强安全教育，采取防范措施，严
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近期，我省发生多起人员溺水死亡
事故，教训十分惨痛。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要求各地要深刻汲取教训，进
一步强化“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意识，充
分认识抓好防溺水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一步加强领
导、明确责任、强化措施，迅速行动，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开展好汛期防
溺水工作，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多发、高发
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加强安全管理。各地要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在水库、河道、水渠、坑塘等危险
水域的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加大防
溺水安全警示力度，教育引导群众及学
生远离危险水域。要对河道内因采砂、
取土留下的沙坑、土坑进行拉网式排查，
督促相关单位及时进行回填，一时无法
回填的要做好相关防护措施。凡从事涉
河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要及时停
止作业，及时撤出河道内全部机械设备
和人员，严禁在河道内搭建工棚、临时宿
营帐篷等。河道行洪期间，漫水路、漫水
桥要及时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
人通行，坚决杜绝群众围观看水、戏水、
垂钓等活动，避免发生人员溺亡事故。
加强下沉式立交桥的管理，积水后要及
时设置警示标识或断交，提醒过往车辆避免盲目涉水，同时及时
采取应急排水措施，尽快排空积水。

加强宣传教育。各地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标语
等，广泛宣传汛期安全知识及溺水自救知识，深入开展防溺水宣
传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等主题教育活动，增
强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防溺水安全意识以及识别险情、自
救互救能力。

强化应急处置。各地要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完善
溺水应急处置方案，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信息
共享、救援联动机制。发生溺水事件后，要立即进行处置，第一
时间进行救援，同时上报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挽
救溺水人员生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溺亡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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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
娟）近日，经各地各单位推荐、
网友点赞评议、评议会综合审
议，省文明办发布2020年7月

“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王金
山等28人入选。2016年7月以
来，我省已有1561 人入选“河
北好人榜”。

上榜的河北好人中，有苦
干实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驻村干部，有热心公益
的志愿先锋，有危急时刻挺身
而出的救人英雄……这些身
边好人，用平凡善举传递着社
会正能量，用大爱精神凝聚起
文明感召力。

恪尽职守诠释职业担当。
驻村书记王金山舍小家为大
家，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电保姆”李东不负韶华勇
当排头兵，打通抗疫复工电力

“生命线”。
乐善好施彰显人间大爱。

乡村医生徐文争从医26年免
费医治困难群众7000余人；志
愿者李庆辉创建帮帮团，累计
帮助300余名走失老人和儿童
回家。

舍己为人奏响英雄赞歌。
退伍军人李艳忠不顾个人安
危，危急瞬间托举生命；“旱鸭
子”边庆涛有勇有谋，头顶手
推深水中智救溺水老人。

一诺千金坚守诚信底色。
好女婿殷庆贵践行对亡妻的
承诺，20余年不离不弃精心伺
候瘫痪岳母。

孝老爱亲弘扬传统美德。
税务干部马双庆面对连连厄
运不屈服，敬亲孝老动人心；
好岳母林吉玉，六年如一日精
心照顾植物人女婿。

2020年7月“时代新人·
河 北 好 人 ”发 布

王金山等28人入选

敬业奉献：王金山（张家口
市）、杨榆（张家口市）、刘玉泽
（承德市）、孙迎春（秦皇岛市）、
张海峰（秦皇岛市）、吕佳骏（唐
山市）、王永辉（唐山市）、张志
广（唐山市）、梅松（保定市）、周
龙（邢台市）、李东（衡水市）、周
小四（雄安新区）

助人为乐：刘旭（张家口
市）、王勃（秦皇岛市）、王保清
（保定市）、徐文争（沧州市）、

王广义（沧州市）、李庆辉（邢
台市）、王少洁（邢台市）

见义勇为：张志会（唐山
市）、李艳忠（保定市）、边庆涛
（沧州市）

诚实守信：殷 庆 贵（衡
水市）

孝老爱亲：陈金利（沧州
市）、马双庆（石家庄市）、周淑
仿（承德市）、聂建梅（邢台
市）、林吉玉（雄安新区）

2020年7月“时代新人·河北好人”榜单
（排名不分先后）

省政府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完成情况报告显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聚焦审议

河北日报讯（记者周洁）2020年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节点之年。7月
28日，省政府副省长葛海蛟向省人大常
委会作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
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六年多
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始终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为“牛鼻子”，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
抢抓机遇、奋发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成
效显著。

“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中，服务业增
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主营业务收入超
千亿元开发区数量、PM2.5 平均浓度等
指标已经提前或超额完成。”葛海蛟
表示。

报告显示，“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

破”得到有利推进。交通一体化实现新
突破，与京津共同打通或拓宽京昆、京港
澳等“断头路”“瓶颈路”29条段、1774公
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张高铁、太行
山高速等项目投入运营，“轨道上的京津
冀”正在加速形成。生态环境联建联防
联治跨上新台阶，与京津建立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机制、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
域和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实现重污染天气协同应对、环境执法
联动。产业对接协作开创新局面，积极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了临空
经济区、曹妃甸区、渤海新区等承接平
台，北京现代汽车沧州工厂、首钢京唐二
期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我省。

“三区一基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中国（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式

设立，2019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实现3600
亿元，全省快递业务收入242.4亿元，增
幅34.1%。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
设步伐加快，钢铁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6643”工程圆满收官，2019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3%。全国新型城
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
2019 年 全 省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57.62%，6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774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环首都贫困带基本
消除。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2019年全省PM2.5平均浓
度为 50.2 微克/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32.2%，劣V类断面较2014年下降36.5个
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到35%。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阶段
性成果。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高质量推
进，目前已转入大规模实质性建设阶段；

各类承接平台承载能力与吸引力得到加
强，一批北京企业整体迁移河北，承接的
北京区域性批发市场转移已累计签约引
进北京商户4万余户、入住2.5万户。

对进一步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省政府提出抓“牛鼻子”，加快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步伐；抓“两翼”带动，
高质量推动雄安新区和张北地区发展；
抓关键支撑，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协同创
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抓定位落实，加
强“三区一基地”建设等工作思路。省人
大财经委在开展相关调研后建议，既要
对标对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抓
住下半年时间着力推进，又要对标对表
远期目标，以对中期目标完成情况进行
评估总结为契机，根据新形势，谋划新思
路，集全省之力，推进下一阶段京津冀协
同发展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图为近日拍摄的涞源县
上庄乡狮子峪联建养殖场
全景。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
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目
前，宝迪养猪核心能繁基地、
玖兴肉鸡项目均已完工，项
目全部投产后可覆盖200
多个村，带动17000户贫困
户稳定增收。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脱贫产业
促 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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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赵峰）从石家庄市保障
性住房管理中心获悉，为优化
保障房资源配置，石家庄市 7
月29日启动市区今年第二次
公共保障房互换工作。申请
时间截止到 8 月 4 日，逾期不
予受理。

此次换房遵循自主自愿、
自行协商、主动申请、责任自
负、互不经济补偿的原则。按
照规定，申请换房家庭应具有
住房保障资格，办理了完整的
入住手续并实际入住，已签订

《公共保障房租赁合同》。申请
人所居住房屋租金缴纳正常，
没有欠费情况。同一家庭类型

之间可以互换，不同家庭类型
居住住房均为集中建设的保
障房小区的，也可以互换。

具有换房意愿的保障家
庭的目标房源，月市场租金不
得超过保障家庭月收入的三
分之一。换房不到一年的不
得申请互换，每个保障家庭每
年允许换房一次，且必须遵守
公共保障房管理规定，履行

《公共保障房租赁合同》约定。
换房家庭可自行登录石

家庄市住建局官网“公共保障
房换房平台”发布换房信息，
或通过其他途径自行寻找换
房对象。公共保障房互换不
收取任何费用。

石家庄启动今年第二次
保 障 房 互 换 工 作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
通讯员 潘志方

7月16日上午，隆尧县魏家庄镇西
庄头村“老年之家”大院内，五六十人齐
聚一堂。隆尧和宁晋两地老年协会组
织的志愿者们专程来到这里，和老人们
一起包饺子。志愿者们有的唱戏，有的
唱歌，有的打拳。老人们看得津津有
味，不时露出舒心的笑容。

“凡是来的老人都有饺子吃。不过
联谊活动主要还是给村‘幸福互助院’
的孤寡空巢老人送温暖。”西庄头村党
支部书记韩卫国介绍说。

2016年，西庄头村经过多方争取，
建设了包括 12 个单间的“幸福互助
院”，本村无依无靠的老人均可免费拎
包入住。2017年底，村党支部按照“应
住尽住、应保尽保”的原则动员老人们
搬往“新家”。原本想让大家住在一起
互相照应，没想到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有些老人是穷家难舍，有些是一
个人住惯了，都不愿来。”回忆当时的情
景韩卫国说，通过挨个儿做工作，好不
容易都搬进来了，可没几天，好几位都
搬了回去。

今年65岁的孟胜均是第一位搬回老
宅的。无儿无女的他2017年被认定为“五
保户”。谈起当初，正在灶旁烧水的他有
点不好意思：“那时候刚来，里面的各种
新家伙什儿都用不惯，干脆就回去了。”

韩卫国再次入户耐心劝说，终于把

搬走的老人一一请了回来。这一次，他
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使用空调、燃气灶
和冲水马桶等，千方百计帮大家适应

“新生活”。
好不容易安稳了一阵儿，一不留

神，孟胜均等两三位又走了。“是因为发
生了什么事吗？”笔者问。孟大爷含含
糊糊地说，主要还是觉得不是一家人住
一个屋檐下，不如自己家里清净自在。

这一次韩卫国有点着急了，经仔细
了解发现：不少老人多少都有点情绪，

一是不习惯搭伙作伴的日子，凑在一起
难免磕磕绊绊；二是“幸福互助院”尽管
紧邻村里建设的新民居，但位置处于村
庄一角，老人们觉得有点荒凉。

韩卫国当即从家搬来被褥决定跟老
人们同住，并且一住就是3个月。每天晚
上，他跟老人单个或一起谈心，拉家常讲
道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碰到矛盾及时
疏导，帮助老人掌握和睦相处的门道。他
还把村里的广场舞、健身操等活动场地
搬到了院前广场，并不断联系志愿者前

来搞各种尊老敬老活动，两年多前还成
功吸引公益组织“益乐家园”设站入驻，

“幸福互助院”渐渐热闹起来。
“其实后来孟大爷又有一次想走，

好在他主动先找我商量。”韩卫国说，当
时因为涉及宅基地确权，老人生怕万一
政策有变他就没地儿住没人管了。韩
卫国便跟他讲国家的扶贫政策和村庄
规划，老人这才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如今，孟大爷终于尝到了幸福的滋
味：“我经常帮着村里管管花草、打扫打
扫卫生，村里每天都给 50 元。闲时我
就跟大伙儿一起打打羽毛球遛遛弯
儿。我每年有分红，国家每月还给我发
钱，这样的好日子过去哪儿敢想！”

当天，吃罢红红火火的饺子宴，老
人们结伴回到了“幸福互助院”。前方
一棵棵大槐树下种着二月兰，房前屋后
连片的海棠树挂满了红果子，路边种着
成排的碧桃、楸树和梓树等，就像是在
公园里。

“我们村这两年发展起苗木种植，
好多人跑来春天看花秋天看叶，拍照录
像做网红直播，村里名气越来越大。”韩
卫国乐呵呵地说。

走进宽敞的客厅，老人们有的在聊
天，有的开始打扑克。说起住在“幸福
互助院”的感受，84岁的建档立卡脱贫
户韩坤子神气十足地说：“嗨，当初都不
愿意来，现在让走也不走了。”

韩坤子讲起一件想起来她后怕的
往事：入住第二年的一个晚上，她正在
做饭时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多亏
发现和抢救及时，送到了医院，不仅治
疗及时，还没留下后遗症，要不是住在
这儿，我的命早没了！”

“好多来参观的老人都眼馋我们，
幸福院是我们老年人的福地。”韩坤子
说，“现在大家互帮互助，处得就像一家
人，俺们真正体会到了幸福的滋味！”

“当初不愿意来，现在让走也不走了”——

孤寡老人安家记

傍晚时分，孟胜均（左）和老
人们一起在院前广场健身器材上
锻炼身体。

河北日报通讯员 潘志方摄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

通讯员 孙立强
宋凤鸣摄制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衡水
市完成衡水湖的“三线一单”编制工作，
从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清单四个方面，为
衡水湖的规划和长远发展作了制度保
障。同时，从衡水湖自然保护区区域范
围内、衡水湖周边环境管控两方面，保障
衡水湖生态系统的优质发展。

作为重要湿地、高功能水体保护
区，衡水市将衡水湖保护区划入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并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和生
态空间关于重要湿地的管控要求执
行。今后，衡水湖保护区将严禁建设排
污口和污染水体项目，禁止规模化畜禽
养殖、禁止网箱养殖，现有养殖全部改
为生态养殖，恢复和保护野生渔业资

源。保护区内逐步退耕，暂未实现退耕
的农田严格化肥农药施用管理。推进
农田排水和地表径流净化工程，减少农
田退水污染，助力衡水湖自然保护区绿
色发展。

衡水市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之一，已将衡水湖自然保护
区等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划为大气环

境优先保护区，区域内所有村庄 2020
年前全部完成“双代”工作，禁止一切
开发建设活动。衡水湖周边的环境管
控，主要涉及桃城区、冀州区、滨湖新
区，三个区内禁止新上一切化工、医药
（化学工序）、单纯电镀等高污染、高风
险项目。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三线”的约束和制定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今后衡水湖自然保护区及周
边在开展各类开发活动时，可以对照“三
线一单”管控要求，判断选址、资源环境
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水平、防控生态环
境风险投入等方面，大幅减少早期决策
的风险，为生态衡水再添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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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一单”筑牢衡水湖生态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