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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我省召开第四季度
政企沟通协商座谈会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12月 1日，省委统战部、省工商
联组织召开第四季度政企沟通
协商座谈会，就加快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进行座谈交流。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冉万祥主持
会议并讲话，副省长葛海蛟出
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与会企业代表
介绍了企业转型升级历程，提
出实际困难和问题，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做了积极回应和政
策解读。

冉万祥指出，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对民营经济发展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
把握大势、钻研政策，在畅通双
循环中找准自身位置、发挥比
较 优 势 ，塑 造 转 型 发 展 新 优

势。要及时转变经营方式，积
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要
素聚集，突破瓶颈制约，不断增
添创新动力，努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

葛海蛟强调，要弘扬企业家
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
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
升自己，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
争一流，为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
献。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找准在
新发展阶段的定位和目标，主动
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努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信心决
心，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苦
干实干中实现梦想。要共同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宣讲
落实，帮助解决困难问题，支持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12 月 1 日，全省工会系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视频会
议在石家庄召开，要求全省工
会系统要以有效的措施、扎实
的行动，全面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全总
决策部署在我省工会系统落
地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营造浓厚氛
围，坚持学深悟透，注重实践运
用，加强学习培训，特别是在基
层通过职工“大学习”课堂、读
书小组、诵读活动，迅速掀起学
习热潮。要坚持示范带动，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劳
动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在加快河北
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主力军作
用，组织职工广泛开展国家和
省市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
劳动和技能竞赛。要深化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提高
职工队伍素质本领，提高技能
人才待遇水平。要切实履行维
护服务职责，建立健全党政主
导的维权服务机制，不断提升
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不断深化工会改革创
新，建立和完善网上基层工会
服务平台、工作宣传平台、职工
服务平台，构建联系广泛、服务
职工的工作体系。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牛
勇 记者徐华）12月 1日，定州
市召开 2021 年度重点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会议。会议强调，
党报党刊是我们党的意识形
态工作的主阵地，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做好重
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殊
重要性，把河北日报等重点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确保
党中央的声音能够及时传递
到地方。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
担当，为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河北日
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按时按量完成。要采取有力
措施，落实订阅任务，保障订
阅经费，建立长效机制，不断
探索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使
用工作中的新举措、新路径、
新市场，推动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向纵深发展。邮政部门要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加 大 服 务 力
度，进一步拓展党报党刊覆盖
面，把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做好。同时，要充分利用阅报
栏、阅览室,提高党报党刊阅读
率、使用率，更好发挥其引导
舆论的作用。

全省工会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视频会议召开

以扎实的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工会系统落地落实

定州市召开2021年度重点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

按时按量完成河北日报等
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敲锣打
鼓笑开颜，五中全会来宣传，会议精神
实在好，点赞！农民吃了定心丸，优先
农 村 和 农 业 ，乡 村 振 兴 更 全 面 ，高
兴！……”11月27日，隆尧县东良镇泽
畔村文化广场，宣讲员石军连用三句
半的表演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村民曹志杰听完宣讲连连
鼓掌：“这样的宣讲真带劲！党和国家
有这么多好政策，我们要更加努力，打
拼幸福生活。”

除了组建市委宣讲团和市委“走
基层”宣讲团，邢台市还注重组织发

动基层宣讲员力量，把“大主题”转为
“小窗口”，把“书面语”变为“大白
话”，依托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
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文化
阵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全会
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群众听得懂、
记得住、传得开。截至目前，全市已
组织 1589 支“小马扎”宣讲队、5066
名宣讲队员深入基层开展宣讲，将全
会 精 神 带 到 群 众 身 边 ，讲 到 百 姓
心里。

“我们把 21 支‘小马扎’宣讲队变
成扎根基层、落地生根的‘铁军’队

伍，集中本地乡土人才，创作了一批
‘三句半’‘快板书’等精品节目，深入
农村、企业、学校等一线，对全会精神
进行集中宣讲，不仅让这些节目耳熟
能详，还结合实际加入新鲜元素，借
助各种渠道宣传推广，打造出一支支
永不离开的宣讲队。”隆尧县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张永申介绍，目前，全
县基层宣讲队员达 100 余人，大家都
已行动起来，不断掀起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热潮。

在任泽区，组建了区委宣讲团、业
余宣讲团和“小马扎”义务宣讲小分队

三级宣讲队伍，建立“横到边、纵到底”
的网格化宣讲体系，并根据“小马扎”
宣讲小分队的人员组成特点，对其进
行了个性化命名，组建了任泽区“和合
孝亲”“五老”“巾帼”“先锋”等“小马
扎”宣讲小分队，采取灵活的宣传形
式，用大白话讲清大道理。

在襄都区，组建了“七彩玫瑰”宣
讲团，由七个骨干社区的女党支部书
记组成，充分发挥自身了解群众工作
的优势，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宣讲小分队，走街入户进小区进企业
开展宣讲活动。

在威县，当地文化部门创编了莲
花落《五中全会看高远》，以民间艺术
莲花落说唱形式，阐述我国“十三五”
时期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四五”规
划以及2035年的远景目标。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这几天，
邢台市任泽区天口镇北定村 82 岁的村
民赵振杰不停地咳嗽，还总是感到胸
闷，家人带他来到镇卫生院拍了胸片。

“最近，村里好几位老人都是在卫
生院拍片，县医院专家看片子的。”和医
生说话的工夫，县医院专家出具的诊断
报告就传了回来，赵振杰老人感叹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县医院专家的服
务，真是太方便了。”

赵振杰享受的这一便捷服务，源于
任泽区医联体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的开
通运行。天口镇卫生院院长王昆仑介
绍，自镇卫生院与区人民医院建立医联
体后，双方开展了远程影像、远程心电、
远程会诊等多项服务，镇卫生院医疗水
平大幅提升，门诊量比原来增加了近
四成。

正是县域医联体建设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选择就近就医，在
家门口医院享受县级乃至省市级医院
专家的服务已成为常态。

近年来，我省相继制定出台了《关
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实施
意见》《河北省医联体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等文件，并连续两年将医联体建设
列为“民心工程”强力推进。2019 年又
全面对标深圳罗湖医联体建设模式，
按照“规划发展、分区包段、防治结合、
综合监管”的原则，全面推进医联体
建设。

既要“联体”，更要“联心”。只有做
到“一家人、一盘棋、一本账、一张网”深
度融合，医联体才能促使更多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为此，我省各县

（市、区）相继成立医联体管委会，制定

医联体章程，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出
台财政投入、价格改革、医保支付、人事
管理、薪酬分配等配套文件，并制定医
联体内各层级医疗机构绩效考核评价
标准，探索实施医保基金“总额管理、结
余奖励、合理超支分担”机制，建立与医
联体相适应的薪酬制度，持续增加经费
保障，大力推进县域医疗资源共享、上
下贯通、服务同质，全省“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有序就
医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截至目前，我省 122 个县（市、区）
已组建县域医联体 129 家，覆盖 563 家
乡镇卫生院，其中35个县实现了县域医
联体内乡镇卫生院全覆盖。”省卫生健
康委有关负责人说，今年上半年，全省
基层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6.6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人次，群众少花

钱、医保基金多省钱、医生多收入的改
革效果初步显现。

“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
求相比，医联体建设中仍有不少问题亟
待解决。”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表示，作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我省
将统筹推进医联体建设，真正夯实健康
河北之基。今后将进一步理顺管理运
行机制、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加强医联
体运营考核评价，引导医联体从以治病
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在强化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我
省将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养力度，完善
医联体内部分配机制，引导医务人员向
基层流动。同时，督促牵头医院对每个
乡镇卫生院进行“会诊把脉”，“一院一
策”实行技术和管理帮扶，切实提高基
层服务能力和水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进行时

“联体”更“联心”医联体夯实健康河北之基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11月27
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365
百姓故事汇专场宣讲活动”在唐山师
范学院会议中心报告厅举办。来自基
层一线的8名优秀宣讲选手，与青年学
生一同分享他们的小康故事、扶贫故
事、奋斗故事、发展故事，用精彩故事
生动展示“十三五”伟大成就，从群众
视角共同展望“十四五”美好蓝图，推
动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入 脑

入心。
参加当天宣讲的选手，既有为贫

困群众开出“致富药方”、“卖”出小康
生活的扶贫干部，又有白衣执甲、舍生
忘死挽救生命的“抗疫英雄”；既有平
凡岗位上创造精彩人生的青年工人，
又有把论文写在三尺讲台的优秀教
师。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故事中，既有
投身国家大事、建设未来之城的雄安
故事，又有播撒绿色种子、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的塞罕坝故事……整场

宣讲活动是“十三五”时期各行各业燕
赵儿女奋力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的生动写照，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唐
山师范学院大二学生高若佳听完宣讲
后感动地说：“听了一堂鲜活的思政
课，这些好故事蕴含的时代精神激荡
着内心，我要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
新人，把青春写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斗的伟大理想中。”

据了解，365百姓故事汇群众宣讲
面向基层持续开展7年，坚持常态化开

展、故事化讲述、大众化参与、立体化传
播，一大批感人至深的好故事在燕赵大
地广为传颂，一大批群众身边的好典型
引领着社会风尚。今年以来，365百姓
故事汇紧扣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以“全面小康、奋斗有我”为主题，通
过云端启动、线上展示、线下巡讲、手机
直播等形式，线上线下开展宣讲 2000
余场，制作推出了一系列微广播、微视
频，在广播、网络、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
播，参与人次达100余万。

365百姓故事汇走进唐山高校宣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一堂生动活泼接地气的思政课

1589支“小马扎”宣讲队在行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为进一步
加大对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等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保障大气环境质量和人民
群众健康，增强人民群众遵守大气污染
防治有关法律规定的自觉性，12月1日，
省生态环境厅公开曝光了8起露天焚烧
违法典型案例。

11月24日，唐山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滦南
县宋道口镇李土村发生露天焚烧。经
查，系宋道口镇西小营村村民闫某某露
天焚烧杂草。对此，宋道口镇政府对其
处以2000元罚款。

11月16日，石家庄市秸秆垃圾露天

焚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灵
寿县青同镇南青同村发生露天焚烧。
经查，系南青同村村民张某某露天焚烧
树叶。对此，灵寿县公安机关对其行政
拘留3日。

11月13日，廊坊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大城
县里坦镇里坦三村发生露天焚烧。经
查，系里坦镇里坦二村村民郭某某露天
焚烧杂草。对此，里坦镇政府对其处以
1000元罚款。

11月13日，沧州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东光
县于桥乡菜园村发生露天焚烧。经查，

系菜园村村民张某某露天焚烧杂草。
对 此 ，于 桥 乡 政 府 对 其 处 以 2000 元
罚款。

11月13日，沧州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河间
市兴村乡袁村发生露天焚烧。经查，系
袁村村民赵某某露天焚烧杂草。对此，
兴村乡政府对其处以 500 元罚款，公安
机关对其行政拘留2日。

11月13日，邢台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临西
县河西镇八里村发生露天焚烧。经查，
系八里村村民宋某某露天焚烧落叶。
对此，河西镇政府对其处以 2000 元罚

款，公安机关对其行政拘留5日。
11月11日，邢台市秸秆垃圾露天焚

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临西
县下堡寺镇西倪庄村发生露天焚烧。
经查，系下堡寺镇务头村村民杨某随意
丢弃烟头引燃路边杂草。对此，下堡寺
镇政府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
对其行政拘留5日。

11 月 7 日，张家口市秸秆垃圾露天
焚烧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发现，蔚
县南留庄镇涧塄村发生露天焚烧。经
查，系涧塄村村民史某某露天焚烧杂
草。对此，南留庄镇政府对其处以2000
元罚款。

我省公开曝光8起秸秆垃圾露天焚烧违法典型案例

近日拍摄的南宫市环城水
系初冬景观。

近年来，南宫市把改善生
态环境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大
力实施南宫湖水生态修复工
程，对总长52公里内外环水系
进行了集中修复、打造，不断优
化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园
林绿化景观，打造人居环境升
级版。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水 生 态 修 复
提升幸福指数

邢
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
12 月 1 日，河北省“宪法进社
区”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
石家庄市裕华区裕东街道金域
蓝湾社区举行。这标志着我省
2020年“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
活动全面展开。

活动现场共发放宪法、民法
典等法治宣传资料 3000 余册，
参与活动的律师现场接待社区
群众各类法律咨询52人次。活
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宪法、民法典等展牌40
块，近千名群众参观学习。

据悉，启动仪式后，各县

（市、区）将针对社区群众法治
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

“宪法进万家”活动，深入基层
社区、家庭开展普法宣传。突
出宣传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
和义务的规定、关于居民委员
会的有关规定，推进基层依法
治理。充分利用市民讲堂、道
德讲堂等阵地为社区居民讲法
治课，组织动员社区居民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
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
权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

我省“宪法进社区”
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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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24时，河北

省现有确诊病例 1 例（境外输
入），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66 例

（含境外输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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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3例（境外输入）。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