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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
烨 通讯员张晓峰）8 月 27 日
至 30 日，副省长徐建培视频调
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听
取各市和雄安新区关于秋季开
学前核酸检测进展情况和部分
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哨点作用发挥存在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分析大连
市疫情防控工作做法和经验。
他强调，要坚持疫情防控“零失
误”，进一步查漏补缺、筑牢底
板、补齐短板，把各项工作做得
更规范、更标准，把秋冬季疫情
防控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徐建培强调，各地要进一
步加大开学前师生核酸检测工
作力度，突出重点区域、聚焦重
点群体、做好应急检测准备，确

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要
科学精准做好学生开学后的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校园防控万
无一失。要借鉴大连疫情防控
的相关经验做法，全面深入查
找问题，立行立改，全方位提升
疫情防控能力，确保发生疫情
能够科学、快速、精准处置。

徐建培强调，要发挥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哨点作用，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部位和
重点环节，全面查找整改各类
问题，坚持目标导向，规范开展
预检分诊、设置发热筛查门诊，
强化日常培训和实战演练，坚
持责任导向，全面压紧压实属
地、部门、单位和个人“四方责
任”，持续开展暗访检查、抓好
跟踪问效、提升服务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
雪）8月30日，在石家庄进行
的 2020“TEAM CHINA”陆
上赛艇百日创纪录赛河北站
比赛落下帷幕。在为期4天3
夜的比赛中，河北赛艇队、皮
划艇队运动员共创造了四项
陆上赛艇世界纪录。

在8月27日至28日进行
的比赛中，河北女子赛艇队
的10名选手，以368386米的
成绩，打破了加拿大运动员
在上赛季创造的陆上赛艇划
船测功仪世界纪录，并将女
子小团体20—29岁年龄组24
小时不间断划行公开级的世
界纪录提高了22公里以上。

在8月27日至29日的比
赛中，河北男子赛艇队的 10
名选手，以58小时23分31秒
7的成绩，打破了由英国剑桥
大学运动员创造的陆上赛艇
划船测功仪世界纪录，并将
男子小团体20—29岁年龄组
1000公里公开级的世界纪录
提高了17小时以上。

此外，在8月29日的比赛
中，河北男女皮划艇队的运
动员，分别以5小时36分52秒
6和6小时23分24秒的成绩，
首创了陆上赛艇滑雪测功仪
男子和女子小团体20—29岁

年龄组100公里公开级的世界纪录。
中国赛艇协会、中国皮划艇协会向

省体育局发来贺信，祝贺河北赛艇、皮划
艇运动员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并在比
赛中表现出了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和卓
越的竞技实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8月
29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8 月 29 日 24 时，河北

省现有确诊病例 13 例（境外输
入），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43 例

（含境外输入 10 例），累计死亡
病例6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
例 339 例 、境 外 输 入 病 例 23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23例（境外输入）。

徐建培在视频调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强调

坚 持 疫 情 防 控“ 零 失 误 ”
把秋冬季疫情防控做得更扎实

2019年度河北省质量奖开始申报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记者 高原雪

近日，省委印发《中共河北省委机
构编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省委编办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记
者采访。

问：请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出台《规
定》？

答：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资
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是党的
重要工作，在加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建设、深化机构改革、优化党的执
政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机构编制工
作，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机
构编制管理、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作
出重要部署。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印
发《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作为统领机构编
制领域各项法规制度的基础主干党内
法规，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

（党组）要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
施，完善配套制度。省委高度重视《条
例》的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王东峰
对学习贯彻《条例》提出明确要求。省
委在《省委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
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对我省沿用至
今的《河北省机构编制管理规定（2005
年）》（以下简称《规定（2005 年）》）进行
修订。以党内法规形式出台《规定》，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精神和省委决
策部署，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内在
要求，是我省完善《条例》配套制度的
重要举措。

问：《规定》的出台有何重要意义？
答：《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党
管机构编制原则，把加强党的领导贯
彻到机构编制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是我省第一部全方位系统规范机构编
制管理工作的党内法规，是各级各部
门党委（党组）开展机构编制工作的
基本依据和遵循。《规定》的制定和实
施，对于加强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

巩固机构编制在机关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全流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机
构编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升全省
机构编制依法依规管理的科学化水
平，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问：制定和出台《规定》的总体考虑
是什么，有哪些主要特点？

答：为贯彻落实省委安排部署，从
去年9月开始，省委编办成立工作专班，
深入学习领会和深刻把握《条例》精神
实质，赴有关省份和省内部分市县学习
调研，形成初稿后，充分征求省直各部
门和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意见，并呈报中
央编办审核指导，得到充分肯定。经省
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以省委党内法规
形式出台。

《规定》总体把握 3 个方面：一是坚
持遵循《条例》的基本要求。遵照《条
例》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程序、基
本制度，对审批、管理、监督等实体内
容、具体业务和操作规范等作出进一
步明确。二是适应机构编制管理体制
调整的需要。《条例》作为首部统领机
构编制工作的党内法规出台后，我省
以省委党内法规形式相应修订《规定

（2005 年）》，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机构
编制管理的体制机制。三是注重吸收
我省改革经验成果。结合《条例》最新
要求，对《规定（2005 年）》有关内容进
行合理取舍，将我省近年来形成的一
些行之有效、带有规律性和长期适用
性的制度机制成果写入《规定》，进行
固化，发挥效用。

《规定》主要突出 5 个方面特点：一
是突出政治性。充分体现了党管机构
编制原则，明确党委与部门党组、党委
与编委，以及编委与编办等的关系和责
任。二是突出基础性。严格贯彻编制
就是法制的要求，对如何充分发挥机构
编制在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全流程
中的基础性作用，作出规定。三是突出
操作性。围绕《条例》规定的机构编制
工作动议、论证、审议决定、组织实施 4
个基本环节，对开展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作出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四是突出全

面性。《规定》在现有机构编制政策规定
的基础上，实现对党政群团等各类机关
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规范管理的全覆
盖。五是突出严肃性。对强化机构编
制刚性约束、监督问责等作出强调和规
定，确保制度执行力。

问：《规定》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规定》作为《条例》的配套制

度，在《条例》立柱架梁、提供基本规矩
和基本程序、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
我省实际，对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配置调整、日常
监督检查等有关政策依据、审批原则、
审批程序和权限作出具体规定。《规
定》共分 7 章、59 条。第一章“总则”明
确机构编制管理的主要依据、原则目
的、适用范围、主体责任等。第二章

“机关机构管理”，对总体要求、限额管
理、设置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第三
章“事业单位机构管理”，对设置原则、
管理范围和事业单位名称、规格、职责、
分类等作出具体规定。第四章“编制和
领导职数管理”，对核定原则、行政事业
编制及领导职数等予以明确。第五章

“管理程序和权限”，以机构编制工作 4
个基本环节为主线，对开展机构编制管
理的程序和权限进行明确，对健全完善

“三定”规定制度、实名制管理制度、报
告请示制度，以及部门联动和综合约束
机制、职责协商协调机制、编制统筹使
用和动态调整机制等予以规范。第六
章“监督问责”，明确监督检查主体责
任、主要内容，对违纪违法预防、核查、
追责问责、严禁条条干预等作出专门
规定。第七章“附则”。

问：《规定》围绕机构编制工作 4 个
基本环节，作出了哪些明确规定？

答：《规定》第五章以《条例》明确的
动议、论证、审议决定、组织实施 4 个基
本环节为主线，对机构编制管理的程序
和权限作出详细规定。

关于动议环节，《规定》明确机构编
制工作动议应当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
人无权擅自提出动议，规定了动议权
限、动议情形和动议讨论“7 个是否”的
具体内容。

关于论证环节，《规定》对不同类型

机构编制事项的论证要求，作了进一步
细化和延伸，明确了组织论证“9 个是
否”的主要内容。

关于审议决定环节，《规定》明确了
审议机构编制议题“5 个是否”内容，要
求有关部门在审议机构编制议题时逐
项作出说明，对不同类型机构编制事项
的审批权限作出具体规定。

关于组织实施环节，《规定》明确了
各级党委编委及其办公室在党委领导
下，统筹负责机构改革、体制机制和职
责调整、机构编制管理的组织实施，对
健全完善机构编制管理组织实施环节
的各项制度机制作出具体规范。

问：如何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
答：《规定》印发后，关键是要认真

贯彻和严格执行，把各项规定落实到
位，让制度落地生根。特别是当前，河
北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窗口期和
战略机遇期，《规定》的出台就是为了更
好地保证从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上，为
推动河北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为此，
要着力抓好以下3个方面：

一是搞好学习宣传。各级各部门
要提升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规定》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通过举办研讨班、培训班等灵活形式，
与学习宣传《条例》有机结合、同步安
排，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准确
掌握内容，深刻领会精神，不断提高各
级领导班子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能力
和水平。

二是严格执行落实。各级各部门
要严格按照《规定》开展机构编制工
作，不折不扣执行和落实各项要求，同
时做到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与各领
域改革有效衔接，切实推动相互促进、
相互提升。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在
执行《规定》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
及时报告。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党委编
办要与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和
组织人事、财政、审计等部门开展协作
配合，加强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机构编制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和违纪违法行为。

让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省委编办负责人就《中共河北省委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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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河北省质量奖评审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通知，就 2019 年
度河北省政府质量奖申报和评
价工作作出安排。

河北省政府质量奖是省政
府于2010年设立的最高质量荣
誉奖项，分为组织奖和个人奖，
并设河北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
作为省政府质量奖附属奖项。

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
注册，实施卓越绩效管理，从事
合法产品生产、工程建设、服务
提供的单位；在河北省内从事质
量工作的自然人，包括在企业、行
业组织、社会团体、大专院校和
科研单位等从事质量管理、质量
教育和培训、质量科研、质量宣
传等方面工作的人员可以申报。

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组织
和创新能力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质量管理水平先进、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成长性强的中
小企业申报参评。对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
发挥积极作用、作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个人）和获得市级政府
质量奖的组织（个人）以及获得
河北工匠年度人物荣誉的个
人，可优先考虑推荐。

根据要求，申报组织和个
人应符合河北省政府质量奖管
理办法和评审实施细则中明确
的申报条件。推荐单位应于9月
30日前将申报材料及征求同级
相关部门意见的复印件，一并
报送河北省质量奖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从石家庄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坚
持目标导向，严格执法监管，强化考核
激励，深入帮扶指导，生态环境执法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上半年，全市立案处
罚环境违法案件 1759 件，罚款 5513.78
万元。

3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石家庄市
生态环境局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了
春季环境执法攻坚行动。截至 6 月底，
全市共抽查企业 3052 家次，发现问题
193 个,均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集中
查办曝光偷排偷放、超标排放、自动监
控设施数据造假等有影响力和震慑力
的典型案件，攻坚行动期间，市、县两
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 1037 件，罚款 2376 万元。其中查
办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417 件，处罚款

2071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
件 28 件。

持续开展异味排查整治。对重点异
味企业进行了 10 次走航监测，获取监
测数据11812个。组织各县（市、区）完成
对 7个重点行业异味问题和露天焚烧、
散煤禁烧等方面工作的排查，目前已进
入整改提升阶段，总计排查企业 4698
家，对排查出的 256 个问题，督促企业
立行立改或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已完
成整改248个，正在整改8个。

统筹开展执法专项行动靶向治
污。开展 2019-2020 年秋冬季第四、五
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以及重污
染天气大气专项执法工作，共检查发
现问题 859 个，立案处罚 86 件。今年共
排查发现新增“散乱污”企业 103家，其
中，关停取缔类 102 家，整改提升类 1

家，已全部完成整治，完成率 100%。开
展危废专项执法检查，截至目前，全市
共检查企业 2720 家，发现问题 559 个。
自 7 月 4 日开展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月
以来，检查污染源 782 个，对 394 家企
业进行了指导帮扶，督导检查发现问
题279个。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系统不断优化
监督执法方式，深化完善“非现场”执法
手段。严格禁止执法“一刀切”，全市共
将 458 家企业纳入环境监督执法正面
清单。持续深化“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
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题实践活
动，共包联企业 1522家（次），出动帮扶
人员5953人（次），培训企业人员553人

（次），向帮扶企业提供意见建议 651
条，为企业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发挥了重
要作用。

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上半年石家庄市立案处罚环境违法案件1759件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
姚玉龙）近日，河北省无人机行业协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石家庄
召开，这标志着河北省首家无人机行业
社团组织正式建立。

据了解，河北现有一定规模和行业影
响力的无人机研发制造企业50多家，分
布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尤其在无人机通
信信道方面全国领先。据悉，河北将于9
月 14 日在深圳 2020 第四届世界无人机
大会主会场举办创新应用论坛，9 月 19
日在石家庄举办 2020 第四届世界无人
机大会·河北分会场等活动。

河北省无人机
行业协会成立

8月28日，满载着41个集装箱俄罗斯小包装食品油的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冀
中南智能港。这趟专列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发出，由二连浩特口岸进入中国，最
终抵达石家庄，全程8700公里。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晓峰摄

中欧班列抵达
冀中南智能港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冰洋）
8月 30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省政协副主席梁田庚出席
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专题培训班结业式并作总结
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素质能
力，奋力开创河北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梁田庚要求，要准确把握党
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
合发展的理念思路，落实坚持以
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
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秉持
积极稳妥的工作原则，形成城乡

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准确把
握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的标准要求，传承历
史、放眼未来，融入大局、协同发
力，以人为本、造福百姓，精雕细
琢、打造精品。要准确把握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
保障支撑，建设专业化干部人才
队伍，健全有力有效的组织推进
机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精心组织、科学统筹，完善
机制、扎实推进。

梁田庚强调，要认真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中的问题、瓶颈，在对标对
表中看清短板弱项，在深入思
考中找准根源症结，在改革创
新中破解矛盾、难题，确保交出
满意答卷。

梁田庚在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
发展专题培训班结业式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提升素质能力 开创河北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王迪）从省水文工程地
质 勘 查 院 获 悉 ，该 院 承 担 的
2020年度河北省海洋生态遥感
预警监测项目，对我省约33900
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进行海洋
生态遥感预警监测。主要任务
为近海赤潮遥感预警监测，海
水水色水温生态因子遥感监
测，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
港区、黄骅港的海冰遥感监测，
绿潮遥感监测和海洋生态红线
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该项目
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在监测过程中，省水勘院
借助河北省卫星遥感海洋应
用平台，从国家卫星海洋应用
中心实时接收 MODIS 数据和

HY-1C数据，实现卫星遥感数
据 与 现 场 监 测 数 据 收 集 、汇
总、处理等全业务闭环流程。
由省水勘院参与联建的自然
资源河北省卫星应用技术中
心，目前已开通部—省数据传
输链路，可实现对过境河北省
陆域和海域的国产高分卫星
数据实时接收。强大的卫星数
据保障能力，极大提升了我省
海洋生态监测的时效性、连续
性和准确性。

项目完成后，海洋生态遥
感预警监测成果将广泛应用于
我省自然资源、海洋环境监测、
港口等部门，为海洋管理、海洋
生态综合保障、防灾减灾决策
等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我省开展海洋生态遥感预警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