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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伯华：以身试药的卫生部长
燕赵英烈燕赵英烈 136136

杜伯华（1904-1941），原名杜维
汉。原籍河北，幼年随父亲到吉林省
榆树县落户安家。1931年，在榆树县
城开办建中医社。1932年，改办华昌
药房，既懂中医，又会西医，颇有名
气。1933年，任中共榆树县地下交通
联络站负责人，以行医为掩护，搜集
情报，转运抗日物资。1935年春，为
躲避特务追捕，前往北平。不久，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经组织安
排到西安参加东北军。西安事变时，
参加了活捉蒋介石的行动。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任平西国民抗日军

军政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第二总队政
治处主任，率部在青山口、雁翅、门
头沟以东活动。1937 年 12 月，国民
抗日军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第五支
队，仍任第二总队政治处主任。1938
年 4 月，率部参加涞源县二道河子
伏击战，消灭日伪军近百人，击落敌
机一架。1938 年 4 月下旬，调任房

（山）良（乡）联合县县长。1939 年 3
月，升任平西专员公署专员。1940年
夏，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为
粉碎敌人的封锁，领导用土法制造
出多种药品。1941年6月30日，在参
加试验新药品时，不幸中毒，以身殉
职。2015 年 8 月，被列入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10月
6 日，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
在石家庄召开，对国庆假期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火、自然
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进行调度部
署，副省长葛海蛟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
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暨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全面排查
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
平安祥和过节。

葛海蛟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抓紧抓
实重点人员排查管控和流调追踪，
加大景区景点、商场超市、交通场
站等场所防控力度，对入境人员、

物品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坚决筑
牢疫情防控屏障。要针对当前安
全生产特点，突出工矿商贸、建筑
工地、涉疫场所、旅游景区、道路交
通等行业领域，深入开展专项整
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要狠
抓森林草原防火，持续开展隐患排
查整改，加强火源管控和执法监
管，努力避免火灾发生。要密切监
测雨情灾情，突出山区和地质灾害
易发多发地区，加强山洪、决堤、山
体滑坡等灾害防范应对，提早组织
群众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带班
和信息报告制度，加强物资储备、
装备检修和压力测试，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葛海蛟在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

坚决防止疫情输入反弹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已
由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 通 过 ，现 予 公 布 ，自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9月29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97号）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赏太行美景、品特色美食、
住精品民宿、体验生态农场。10月2日，阳光正好，秋意
正浓。保定易县恋乡·太行水镇水如镜，人如织，商家忙。

这个假期，保定市民耿伟一家5口早早就来到易水
河畔的太行水镇，在原木青瓦的太行民宿里圆诗酒田园
的梦，与村民比邻而居，享受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水镇
晚上还会上演‘梦回太行’沉浸式光影微演艺，美轮美奂
的灯光与皎洁的明月融为一体，将水镇的夜晚装扮得光
彩夺目，让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耿伟说。

国庆黄金周，游客的出游热情空前高涨。携程数
据显示，假期首日，携程平台的省内游订单量占总量一
半以上，本地游、周边游趋势明显。与去年同期相比，
携程自驾租车订单量增长 65%，度假酒店预订增长超
三成，主题游订单增长221%，定制游出行增长约30%。

为抓住国庆假期重要节点，我省组织开展了“京畿
福地，乐享河北”主题文化旅游特惠活动，发布“夜游河
北”十大人气目的地、2020年“河北旅游百大人气目的
地”等旅游资源和人气效应俱佳的景区景点。各地景
区也积极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及各具特色的
旅游促销活动，以文旅消费带动文旅产业振兴。

要开心畅玩，更要防控安全。国庆假期，我省各景
区迎来游客高峰期，给疫情防控带来新挑战。积极落
实预约、限量、错峰等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各大景区景
点纷纷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严格执行出入
核销核查制度，全部使用红外线视频测温系统，给游客
创造安心又舒心的旅游环境。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凭证，谢
谢！”10月2日10时，在武安东太行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的疫情防控服务点，游客们自觉保持距离排队等待入
园，景区工作人员认真地查验相关信息。电子大屏、景
区广播都在实时提醒游客“戴口罩、勿扎堆”。

东太行景区负责人张勇介绍，景区严格落实防控
要求，在重点地点安排专人负责指引，防止人员聚集。
车辆进入要先进行消毒，卫生间、游客服务大厅等公共
区域及服务设施设备每天要进行三次消杀，为游客免
费提供的婴儿车、物品寄存箱、拐杖、轮椅、雨伞等物
品，也一天一消毒、一客一消毒。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游客度过祥和欢乐、健康有序的假日
生活。省文化和旅游厅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要督导A级旅游景区和公
共文化场馆全部使用“一部手机游河北（乐游冀）平台”和河北省文旅分时预
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统一平台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开放要求。强化易
形成人员聚集项目和场所的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落实人员引导和疏导措
施，防止人员扎堆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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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日前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医改实
施以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断加大政策支持
和财政投入力度，“十三五”期间共直接投
入公立医院建设资金约327亿元，年均增
幅9.7%。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
要落实政府投入责任。“实施意见为建立
具有河北特色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指明
了方向。”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刘文洲介

绍，下一步，我省财政部门将从三个方面，
持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科学统筹财力，持续加大对公立医院
投入力度。按照国家和我省医疗卫生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不
折不扣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责任。
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用足用好地方
政府债券政策，统筹预算内投资，重点支
持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设备购
置。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科学统筹本
级财力，稳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公
立医院投入稳定增长。

坚持多措并举，建立公立医院多元支

持体系。我省将突出公立医院公益属性，
破除“以药养医”，落实取消药品耗材加成
财政补偿政策。建立重点突出、层次分
明、循序渐进的资金投入模式，支持省内
重点临床专科和特色学科建设，力争部分
重点学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优化医学
人才队伍结构，加大政府对临床医学优秀
人才资助力度，持续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支持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转岗培
训。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
的独特作用，建立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展
多元投入机制。深入推动分级诊疗，全面
深化县域医联体建设，持续开展“春雨工

程”，加速县级公立医院诊疗能力提升。
深耕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我省将把公立医院所有收支全部纳入
部门预算统一管理，精编细编、应编尽编；
依托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强化预算
执行，避免无预算、超预算支出。深入推进
国库集中支付，建立与医联体模式相适应
的财务核算体系。对医疗卫生领域资金实
施绩效管理，实行绩效实现程度和预算执
行进度“双监控”。建立精准全面、精细可
操作的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将
绩效结果作为完善政策、细化资金的重要
依据，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我省各级财政加大投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期间建设资金年均增幅9.7%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省政府新
闻办近日召开的 2021 年河北省汛期气
候特点暨国庆黄金周天气形势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汛期以来，我省天气呈现
雨季偏早、降水偏多、极端性强的特点。

雨季开始早，强降水过程多，累计雨
量大。我省于 7月 12日正式进入雨季，
较常年偏早10天，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
在 7 月中下旬，早于往年的“七下八
上”。汛期以来，我省共出现 10 次大范
围强降水过程，平均降水量 657.2毫米，
较常年同期（382.7 毫米）偏多 71.7%，为
历史同期降水最多的年份。空间分布
上，全省仅张家口局地较常年略偏少，其
他大部分地区偏多，邢台和邯郸大部分
地区偏多超过1倍。

降水强度大、极端性强，暴雨发生站
次历史最多。汛期以来，全省有 26 个国
家级气象观测站的累计降水量突破了历
史同期极大值。累计出现暴雨453站次，
较常年同期偏多 1.4 倍，为历史同期
最多。

降水日数多，7月和9月降水极端特
征明显。汛期以来，全省平均降水日数
为 48.1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9.6 天。7
月，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295.6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超过 1 倍，为历史同期第二
多，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月降水量突

破历史 7 月极值；累计发生暴雨 264 站
次，较常年偏多2倍以上，为历史同期最
多。9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70.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5倍，为历史同
期最多，7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累计
降水量突破历史 9 月极值；累计发生暴
雨 117站次，较常年偏多超过 9倍，为历
史同期最多。

气温总体偏高，高温日数与常年持
平。全省平均气温为24.2℃，较常年同期

偏高 0.5℃。汛期以来，共计出现 6 次较
大范围高温天气，平均高温日数为 9.6
天，与常年持平，较 2020 年偏多 2.1 天。
高温天气主要集中在 6月至 7月上旬。6
月18日至21日，我省出现今年以来最大
范围高温天气，涉及 112 个县（市、区），
超过 38℃的高温天气覆盖 63 个县（市、
区），邢 台 市 任 泽 区 日 最 高 气 温 达
40.4℃。

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

发。汛期以来，全省共出现大风 361 站
次，较常年偏多 8.7%，19 个国家级气象
观测站的极大风速突破历史同期最大
值；出现冰雹天气123站次，较常年偏多
21.7%，是近20年来同期第二多，仅次于
去年的 136站次。6月 25日至 7月 3日，
27 个县（市、区）陆续出现冰雹天气。7
月21日16时左右，保定市清苑区东闾乡
东闾村遭受龙卷风和冰雹强对流天气袭
击，造成东闾村严重受灾。

今年汛期以来

我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71.7%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查了
衡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请批准的《衡水市文物保护条例》，

该条例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决定予以
批准，由衡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衡 水 市 文 物 保 护 条 例》的 决 定

（2021年9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省政府新
闻办近日召开的2021年河北省汛期气
候特点暨国庆黄金周天气形势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汛期以来，我省降水异常
偏多，多地雨量打破历史纪录。省气象
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闫巨盛分析，降水
偏多主要有三大成因。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影响
我省汛期降水的一个重要天气系统是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到了夏季，随着它的
北跳和稳定维持，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和
充足的水汽从副高的西侧源源不断向华

北输送，与北方冷空气结合就会给华北地
区带来强降雨。由于去年8月份开始的拉
尼娜事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温度异常
降低现象）和冬春季青藏高原积雪异常偏
少的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强偏北，特别是7月份副高异常
偏北，夏季风强盛，给我省7月份造成4次
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一般情况下，
每年8月中下旬以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逐渐南退，我省强降雨过程明显减少。
而今年进入9月份以后，副热带高压仍然
异常偏强偏西，南方暖湿气流与北方弱冷

空气在陕西、四川到华北等地区持续交
汇，又给我省带来3次强降水过程。

北上台风的影响。7 月 25 日至 26
日，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两次在浙江
沿海登陆后，逐渐向偏北方向移动，其外
围环流将海上强盛的暖湿气流和水汽也
随之向北输送，对我省出现强降雨非常
有利；当台风中心进入渤海湾后，直接给
我省东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天气。

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大气中水分含量增加，使得发生极端
性局地强降雨、暴雨的几率增加。

三大成因导致今年汛期我省降水异常偏多
链接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孔
凡超、张娜）10月6日17时，省气象台发
布天气实况，6日8时至17时，我省大部
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
量为 8.2 毫米。其中，唐山、秦皇岛、保
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
2170个站点降水量超过10毫米（中雨），
平山、行唐、鹿泉、灵寿、曲阳等地有10个
站点超过25毫米（大雨），平山的合河口
降水量最大，为 36.5毫米。石家庄市主
城区降水量为8.6毫米至21毫米（中雨）。

省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我省
雨水按下暂停键。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

响，8 日至 9 日，我省还将经历一次明显
降水过程。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10月6日13时
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日14
时至7日14时，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
区、平山县、赞皇县、元氏县、鹿泉区）、邢
台市（临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
害（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实时
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0月6日12时
至 7日 12时，保定市（阜平县、曲阳县）、
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

县、元氏县、赞皇县、鹿泉区）、邢台市（临
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

（武安市、涉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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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看，10月7日早晨，张家口北
部、承德北部有霜冻。7日白天，全省多
云转晴。7日夜间到8日，张家口、保定、
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
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
多云。8日夜间到9日，全省多云转阴有
小雨，其中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

降雨今日暂歇 明后天再光顾
早晨张承北部有霜冻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
任树春）从省水利厅获悉，根据上游降雨
和水库蓄水情况，省水利厅经会商研究
决定，自10月6日9时起，黄壁庄水库通
过正常溢洪道泄洪，下泄流量50立方米/
秒，并视水库来水情况调整下泄流量。

省水利厅要求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
做好水库枢纽闸门调整等相关工作，并
下发《关于黄壁庄水库泄洪的通知》。

通知要求，石家庄、衡水、沧州市立
即通知沿河县乡村，及时撤离下游河道
内人员和设备，做好跨河道路、桥涵等交
通管控，加强河道巡查，严禁观水、戏水、
钓鱼等涉水活动，严防溺水事故发生，确
保行洪安全。同时加强值班值守，有情
况及时上报省水利厅值班室。

10月6日9时起

黄壁庄水库通过
正常溢洪道泄洪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任树春 记者
赵红梅）9 月 30 日，省水利厅向各市（含
定州、辛集市）水利（水务）局、雄安新区
公共服务局及厅直单位发出通知，决定
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和
雄安新区下汛时间推迟至 10月 15日 24
时，其他市9月30日24时正常下汛。

通知指出，受近期强降雨及河南、山
西来水影响，目前我省卫河、漳河、卫运
河、漳卫新河、滏阳河、大清河等正在大
流量行洪，保障防洪安全责任重大。

通知强调，推迟下汛的6市和雄安新
区水利（水务）部门、省水文勘测研究中
心、南运河河务中心、子牙河河务中心要
按汛期工作要求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坚守
岗位，履职尽责，继续做好雨水情监测预
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应急处
置、安全管理和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防
洪安全。各级水文部门和承担报汛任务的
管理单位，继续报汛至10月16日8时。

通知要求，正常下汛的各市及厅直
单位要统筹安排单位值班工作，做好水
库（淀泊）、行洪河道闸涵枢纽调度及安
全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
扎实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部分地区下汛时间
推迟至15日24时

◀10月6日，在石家庄市华新路，环卫工人冒雨用手清理下水道
入口处杂物。连日来，省城迎来连续降雨，众多环卫工人放弃假日休
息，在雨中坚守岗位，保证市民平安出行。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10月6日，临城县公安交警大队民警在滨河大道泜河大桥路
段清理陡坡塌方落石，确保行车安全。针对连日降雨，临城交警全员
上岗，及时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实时调整路面警力，加强道路巡
逻，特别是临水、临崖、景区及国省县道路，及时排除隐患，全力保障
道路平安畅通。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