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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河北将进入强降雨多发期，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

做好盛汛期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

张娜）随着副热带高压北抬，我省将
进入强降雨多发期。据省气象台预
报，近期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雨过
程。7 月 31 日下午，省气象灾害防御
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
部门做好盛汛期灾害性天气防范应
对工作。

通知指出，当前我省已经进入盛
汛期，区域性暴雨和致灾性强对流天
气将会多发频发，强降雨引发的山洪、
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各类风险加
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预防预备和应
急处突相结合，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要充分认识灾害
性天气的突发性、致灾性，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按照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行
政首长负责制要求，各市、县政府要发
挥属地主体作用，切实组织好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

由于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突发性

强，落区预报难度大，各级气象部门要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会商，进一步
提高预报精准度，对灾害性天气尽量
做到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确保重
大灾害性天气不漏报。气象、水利、应
急管理、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
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
研判，做好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
内涝、农田渍涝等灾害监测，及早发布
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各地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发布
工作，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第一时间利
用本部门平台发布各类预警信息，直
达本地本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发送
到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负责人，落
实信息传达确认机制，确保逐级逐单
位传达到位。要充分发挥基层责任
人、信息员在预警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结合手机短信、微博、微信、客户端、农
村大喇叭等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
时间进村入户。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暴雨、强
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引发的风险，切实
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公安、交通
运输部门要做好不利天气下的交通
疏导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水工作，防止
城市内涝。水利、自然资源部门要加
强对中小河流、水库、塘坝、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和除险工作。应
急管理部门要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备
足备全物资，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并
做好尾矿库、危化企业等巡查、排险
工作。遇有灾害性天气时，文化和旅
游部门要督促相关景区及时关闭。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林果业防风
防雹、农田排水工作指导。通信、供
电、供水和供气等单位要采取必要措
施，及时排除故障，确保人民群众生
活平稳有序。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盯紧重点部
位和重点区域，突出抓好燕山、太行

山山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
库、工矿企业、病险水库、交通主干
线、城市低洼地带等部位和环京津地
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雄安新区、冬
奥会赛区等区域的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要对旅游景区、工厂、商场、车站
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危旧住房、在建
工地、土坡、南水北调主干渠、工棚和
临时建筑物、室外宣传牌、路边树木
等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明察暗访和隐
患排查，进一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确保人员安全。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严
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要实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
天气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省
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将在第一
时间通过气象决策支撑APP、微信、短
信等途径，及时发送给各成员单位应
急责任人，各地各部门要做好有针对
性的防范应对。

河北日报讯（记
者苑立立 通讯员
姜慧婕）8 月 1 日 19
时，省自然资源厅与
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 警 ：受 强 降 雨 天
气影响，自 8 月 1 日
19 时 至 8 月 2 日 19
时，张家口市（涿鹿
县 、蔚 县）、保 定 市
（涞水县、涞源县、易
县、阜平县、顺平县、
唐县、曲阳县、满城
区）、石家庄市（平山
县、灵寿县、行唐县、
井陉县）发生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风险较高（黄色
预警）。请上述地区
有关责任单位和监
测人员做好地质灾
害监测、巡查等防范
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8月1日17
时，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警提示，1日夜间到2日白天，张家口
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和南部、保
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
水、邢台、邯郸北部有中到大雨（20毫米
至40毫米），局地有暴雨（50毫米至80
毫米），个别地点有大暴雨（140毫米以
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2日至4日，我省大

部有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
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来看，2 日白天，全省多云转
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
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
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局地有
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

局地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短时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2 日夜间到 3 日白
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
皇岛、保定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
部、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
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
区多云间晴。3 日夜间到 4 日，保定、
沧州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
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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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威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在老沙河水闸巡查用电设备。该县各级部门全力以赴，加强防汛工作的部
署与安排，电力部门强化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与治理，建立隐患台账，实施“挂号消缺”；对全县变电站配足配齐防汛物资，
定期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对县域内老沙河、清凉江等重要行洪、泄洪河道水闸及配电设施开展不间断巡
视，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今日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7 月 30 日从北京冬奥组委获
悉，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五
周年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志愿
者部组织了“志愿者回家”主题
活动，邀请往届奥运会志愿者
代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志愿者工作建言献策。

主题活动得到了相关志愿
者的热烈响应，参加过北京奥运
会及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等奥运赛事的志愿

者们纷纷对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其中，来自
石家庄的志愿者代表韩嫣和郭
若一曾共同参加2016年里约奥
运会志愿服务，共同的奥运志愿
服务经历让他们更加相知相爱，
最终结为志愿伉俪。如今，夫妻
二人都提交了北京冬奥会赛会
志愿者报名申请。他们鼓励广大
志愿者要敢于尝试、积极参与，
并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迎冬
奥”城市志愿服务项目。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
雪 通讯员李伟）日前，从张家
口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崇礼城
区至长城岭滑雪场公路（SL76）
改建工程、崇礼城区至万龙滑
雪场（省道SL75张承高速公路
万龙连接线）改建工程交工并
通过验收，进入通车运营阶段。

据介绍，作为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项目的崇礼城区至长城岭滑
雪场公路、崇礼城区至万龙滑雪
场公路均于 2018 年 8 月开工，
2019年12月完工。两个项目均采
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12米，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

其中，崇礼城区至长城岭滑
雪场公路（SL76）改建工程路线

全长15公里，起于崇礼区小夹
道沟村，与省道 S231 张榆线相
交，终于长城岭滑雪场，全线共
设中桥 1 座、小桥 5 座、涵洞 29
道。崇礼城区至万龙滑雪场（省
道SL75张承高速公路万龙连接
线）改建工程路线全长8.336公
里，起自崇礼区东沟门村与省道
S231 张榆线相接处，向东沿旧
路下穿张承高速公路，经三道沟
村、葫芦窝铺村、黄土嘴村，终于
万龙滑雪场，全线共设中桥 1
座、小桥7座、涵洞14道。

这两项改建工程通车后，
将建起崇礼城区与长城岭滑雪
场、万龙滑雪场的连接线，完善
赛区公路网络，保障赛区交通
安全。

张家口赛区两个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项目通车

北京冬奥组委组织
“志愿者回家”主题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我叫尚金锁，来自河北柏乡国
家粮食储备库。我参加工作 50
年，干粮食工作50年，多半辈子
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管粮食。”7
月30日，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双先”表彰暨先进经验交
流视频会在北京召开。作为特
邀代表，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
主任尚金锁在会上向全国同行
作了经验交流。

几十年来，柏乡国家粮食
储备库以艰苦奋斗起家，以改
革创新兴业，把为国家看好库、
为人民管好粮作为初心使命，
连续33年实现盈利，从一个全
省最小的基层粮站发展成享誉
全国的地方国有大粮库。其在
粮食经营、管理和科学保粮等
方面创下10项全国之最，连续
5届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连
续13届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成为全国粮食系统的一面旗

帜。该粮库主任尚金锁连续五
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荣
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最
美奋斗者”等光荣称号。

“柏粮能够有今天，倾注着
国家局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心血，
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关爱，浸透着
全体柏粮人的汗水。”尚金锁说，
他们将继续以创新为引领，加大
科技攻关力度，加快绿色储粮仓
库建设，再造一个新柏粮。

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决
定，授予100个单位“全国粮食
和物资储备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授予84名同志“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授予64名同志“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其中，我省有3个单位荣获先进
集体，3 名同志荣获先进工作
者，2名同志荣获劳动模范。

把为国家看好库、为人民管好粮作为初心使命

“柏粮经验”向
全国同行交流分享

（上接第一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奥利在贺电中
表示，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

前发展。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待同中方密切合作，实现经济复
苏，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互致贺电 夯实民生之本 兜住民生底线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

（上接第一版）
对高校毕业生，促就业举措应出尽出，拓

岗位办法能用尽用——
“云招聘”不打烊。截至6月底，全省累

计举办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等网络招聘会854
场，发布岗位需求 92.3 万个，达成就业意向
15.1万人。

就业渠道再拓宽。扩大企业招聘、基层
就业、自主就业创业、招生入伍、就业见习岗
位规模，增加临时公益性岗位、高校科研助理
岗位和公办幼儿园幼教岗位。截至 7 月 11
日 ，全 省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到
65.27%。

对农民工，“点对点”助力返岗复工，拓宽
渠道促进就近就业——

“没想到，在今年的特殊时期，我还能顺
利找到工作。”近日，在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来自平泉市南五十家子
镇小马杖子村的刘杨在为生产线上料备料。

今年3月，原本在家赋闲的刘杨，借助平
泉市和天津市西青区建立的农民工“点对点
接送绿色通道”实现了外出务工。

疫情影响之下，农民工外出务工阻碍重
重。我省通过建立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服务保障、企业用工监测等工作协调机制，加
强信息对接、运输对接、健康检测对接。上半
年，“点对点”服务保障机制帮助3305家企业
解决用工需求5.46万人，1215.68万名农民工
实现了返岗就业。

压力之下，新的就业方式不断涌现，多项
创新服务政策也接续推出——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截至6月底，全省
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64亿元，通过扶持创

业，带动2万多人实现就业。
打出“免减缓返补”政策组合拳。截至6

月底，全省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稳就业支出
14.13 亿元，惠及企业 4.04 万家、职工 295.24
万人；累计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
保费203.5亿元，稳企稳岗稳就业。

来自省人社厅的数据，截至 6 月底，全
省城镇新增就业43.83万人。6月末，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 3.25%，控制在 4.5%的计划目标
以内。

就业形势逐渐回暖，也鼓起了百姓腰包。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收入由

一季度下降转为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
小。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857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8%，增速比一季度加快4.1
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7483元，增长1.8%；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8165元，增长3.2%。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倍差2.14∶1，比上年同期缩小0.03。

弥补民生短板，撑起社保“大伞”

“现在脖子轻松多了，腰也不疼了……”
32岁的刘英是临城县李家韩村人。前不久，
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她从临城县医院出院
回家。

丈夫去世，3个孩子中一个患有脑瘫，本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刘英家，靠着低保等政
策，日子好歹还过得去。但在4年前，刘英被
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别说干活了，一发作起
来就没法站立，浑身疼得要命！

要让贫困群众看上病，更要让贫困群众
看好病。因为享受到了医保脱贫政策，刘英
一家人参加医保没花一分钱。而且，除住院

时免交押金并享受正常报销外，临城县扶贫
办、临城县医院还与中国扶贫志愿者服务促
进会签订合作协议，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和国
家卫健委联合印发的《强直性脊柱炎健康扶
贫工程工作方案》，再对其实行专项医疗补
贴，总报销率达到99%。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但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任务更重、挑战更大。做好疫情“加试
题”，答好脱贫“必答题”，需要付出更加艰辛
的努力，让民生保障“大伞”更大更牢靠。

——用政府的“紧日子”换取百姓的“好
日子”。1至6月，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81.7%，社保、卫生健康、农林水、
城乡社区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居住条件逐步改善。截至 7 月 15
日，棚户区改造工程已开工 50143 套，占年
度任务的 85.7%；1369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全部开工；全面排查农村住房安全问题，4
月底前已实现现有农村住房安全问题全部
清零。

——公共卫生服务稳步提升。截至6月
底，122 家紧密型县域医联体已全部完成组
建；1062家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实现一体
化管理，占年度任务的79.9%；建成19家康复
医疗机构，新增中心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康复床位 2541 张，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65.5%、101.6%。

——公共需求不断满足。上半年，全省
建成幼儿园208所，占年度任务的69%；新建
22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66个日间照料服
务站，改造提升28个敬老院，分别占年度任
务的55%、66%和56%。

希望无处不在。解民忧、暖民心，一项项
硬核措施织就严密的民生保障网，共同绘制
民生幸福新画卷。

（上接第一版）
大宗商品进口量普遍增加。铁矿砂、原

油等进口量分别增长11.3%、1.5倍；农产品进
口140.6亿元，增长69.6%。

民营企业积极发挥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
优势，进出口逆势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完
成1276.8亿元，增长1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66.3%。

石家庄综保区、曹妃甸综保区等特殊监管
区域注册企业进出口倍增。其中，石家庄综保
区注册企业进出口61.8亿元，增长3.3倍。

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王锡刚介
绍，上半年河北省月度进出口同比均实现增
长，各月增速均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主要体
现三大新特点：一是疫情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快速，口罩、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

等产品出口增长快速，分别增长 8.5 倍、
22.2%和 1.7 倍。二是中欧班列开启外贸新
通道。海关出台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 10 项
措施，允许企业自主选择通关模式，支持利
用中欧班列开展运输业务。河北省5、6月以
铁 路 运 输 方 式 进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23.4% 和
9.4%。三是跨境电商潜力十足。作为新型
贸易业态，跨境电商凭借其线上交易、非接
触式交货等优势快速发展。上半年，河北省
跨境电商进出口1625.5万元，增长10.9%。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我
省聚力“六稳”“六保”，积极推进稳外贸稳外
资工作，推动全省外贸进出口实现增长。石
家庄海关积极发挥职责作用，落实《关于应对
疫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的26条具体措施》，
助力我省外贸企业保订单、保市场。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全力以赴防汛备汛确保安全

（上接第一版）各市县要在汛期摸清内涝点底
数，制定专项方案，全面开展内涝治理。要层
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
重点的防汛责任体系，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所有责任人和值班人员在岗

在位，以防汛工作的扎实成效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安全保障，让党中央放心，保全省人民
安全。

省领导袁桐利、时清霜，省政府秘书长朱
浩文参加检查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