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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强化团结协作精

神，近日，临城县祁村小学将足球文化、足球技能、

足球训练纳入教学，开办“足球公益课堂”，让更多

的同学接触足球、了解足球、走近足球，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 牛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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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本报讯（记者胡晓梅）“再也

不用为孩子写作业发愁了。”琳

琳和妈妈每天晚上一起抱着手

机沉浸在“写作业好习惯”微课

堂中。近日，定州市妇联联合新

时代幸福家庭共建促进会，开展

网上公益家教微课堂，让上万个

家庭受益。

“定州市妇联与16个妇女

儿童社会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妇

联改革后形成的县级妇联‘1+

N’格局成效初显。”省妇联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吕素维介绍，“1”

是指坚强有力的妇联班子；“N”

是指协助县级妇联发挥作用的

若干配套组织。

今年，省妇联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发挥县级妇联作用的意

见》，建立健全县级妇联“1+N”

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县级妇联的

关键作用，壮大妇联组织力量，

增强活力。

依章换届，配齐配强县级妇

联班子。按时进行换届，建立健

全县级妇联常委会、执委会，配

齐配强县级妇联主席和专职、挂

职、兼职副主席。应换届未换届

的县（市、区）妇联，2019年 10

月底前完成换届工作。各县

（市、区）要将县级妇女代表大会

代表，按其从事产业、兴趣爱好

或特长等，分成若干个功能团，

在闭会期间常态化开展活动。

织密妇联组织网络，实现全

覆盖广覆盖。巩固乡镇（街道）

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农村（社

区）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成果，

纵到底、横到边建立健全妇联组

织。健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妇

联组织。顺应妇女群众就业、生

活、聚集方式多元化的趋势，在

新领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中

灵活多样建妇联组织。加大网

上妇联建设力度，在时空维度填

补妇联工作盲区。

接长工作手臂，发挥妇女儿

童社会组织助力作用。每个县

（市、区）妇联直接联系的妇女儿

童社会组织或妇女自组织一般

不少于10个。各县（市、区）妇

联要将规模较大、活动较多、影

响较大的妇女儿童社会组织，依

章纳为县级妇联团体会员。每

个县级妇联的团体会员数量一

般不低于5个。

建起“妇联云”，让妇女群众

一键找得到妇联。县级妇联要

建立专门的妇联网站或妇联公

众号，将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女

性素质提升、维权帮扶、创新创

业等妇联组织的各项工作嵌入

其中，并分类建立若干个微信

群，形成微信矩阵，让本辖区内

的每1名妇女都能一键找得到

妇联。

《意见》要求，要打造专兼挂

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多元化高素质

妇联工作队伍。打破行政壁垒和

条块分割，将辖区内各族各界女

性精英纳入妇联工作队伍，成为

妇联挂职、兼职副主席或执委。

每个县（市、区）妇联分类别建立

5支以上实名制巾帼志愿服务队

伍。要加强妇联干部培训。要在

妇联组织、妇联干部、妇联执委中

开展以亮妇联标识、亮组织架

构、亮工作职责、亮执委身份、亮

活动内容和妇女群众评妇联、妇

女群众评执委（评妇联干部）为

内容的“五亮双评”活动。

“各社区居委会要加大文明

养犬的宣传力度。各物业服务

公司密切同社区居委会沟通配

合，加强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教

育劝阻，建立本小区的养犬人管

理档案，抵制不文明养犬行为。

广大市民要对不文明养犬行为

进行劝阻，发现遛狗不拴绳、饲

养大型犬烈性犬、一户养多犬的

不文明行为及时举报。广大养

犬人，以实际行动争做文明养犬

人。”李刚说。

有热心网友在长城网“问政

河北”平台留言：“国外很多社

区都为狗设立了一些有围栏的

专门遛狗区，狗狗出门遛狗拴

绳，在遛狗区可以把狗狗放

开。希望可以有一天在我省也

看到这种区域，让狗和人类和

谐相处。”

据李刚介绍，通过不断努

力，全市不文明养犬行为逐渐

减少，文明养犬意识稳步提

升。但不文明养犬行为仍然时

有发生，而且容易反弹。下一

步，市文明办将联合相关部

门，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和引

导、继续开展文明养犬进社区

活动、组建文明养犬志愿服务

队、曝光不文明养犬行为等举

措，合力推进不文明养犬行为

专项整治。

文明养犬是一个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每个人都要

时刻绷紧文明养犬这根“弦”，牵

牢心中自律这根“绳”，才能让治

理“犬患”形成合力，让文明养犬

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共同建

设和谐文明的美丽家园。

苹果9.98元/斤、梨9.99元/

斤……最近一段时间，石家庄不

少水果价格上涨让市民难以接

受。水果价格为何一直高涨？

近期价格有望降下来吗？记者

对石家庄水果市场进行了调查。

苹果、梨受天气因素
影响减产导致库存不足

在某大型连锁超市内，记者

看到往年的苹果、梨等“平民水

果”也变成了“贵族水果”。市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去年一斤苹果

的价格也就5块钱，今年一个就

得5块钱。“之前都是论斤买，现

在是论个买。”

超市销售人员说，今年的水

果价格普遍偏高，往年从春节过

后就会回落，但今年春节过后，

水果的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

据了解，我国苹果主要产区

山东、陕西等地，由于去年受极

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总体减产

三成左右。

与苹果情况一样，去年春

季的梨花花期，主产地石家庄

和库尔勒均遭遇了“倒春寒”。

2018年4月最低气温分别跌至

3℃和0℃，严重影响了梨树的

开花结果，导致去年香梨产量

下滑。

石家庄桥西蔬菜中心批发

市场水果批发商宋先生说，苹

果和梨今年的批发价格一斤都

要7块以上，比往年几乎贵了

一倍。

进口水果、南方水
果价格也位居高位

除了苹果、梨外，记者在采

访中也发现，不少进口水果、南

方水果的价格也让很多消费者

望“果”兴叹。

“ 车 厘 子 49.8 元/斤 ，山

竹 19.9 元/斤 ，荔 枝 19.8 元/

斤……”在超市挑选水果的市

民李女士无奈地说，“随便买

两三样的水果，就一百多元。”

某连锁水果店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店里榴莲24元/斤，去

年这个时候才 16 元/斤左右。

荔枝 19.8 元/斤，也比去年贵。

“南方水果涨价，主要与产地产

量低有关。比如由于天气原因，

导致荔枝产量低。”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国内水

果价格的攀升，在一定程度上也

刺激了进口水果的销售，进口水

果加上流通、运输等各个环节，

自然也提高了价格。

夏季水果大量上
市 水果价格有望降低

每年5月前后都是水果供

应的淡季，也是水果青黄不接

时期。某大型连锁超市销售人

员说，随着夏季到来，西瓜、甜

瓜、杏、桃等应季水果陆续上

市，也可以逐步替代一些价格

高的水果。“像京欣西瓜 1.88

元/斤，相对来说就便宜一些。

哈密瓜、油桃这些水果也在10

元/斤以下，价格低一点，市民

购买的就多一些。”

石家庄桥西蔬菜中心批发

市场水果批发商白女士说，夏季

的一些应季水果现在卖得相当

不错，便宜、好吃，成了很多市民

的首选。“甜瓜卖得挺好的，价格

下降也明显，甜瓜的批发价一斤

便宜了一块钱，哈密瓜、油桃价

格也有小幅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水果是生

鲜产品，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

较大，供应充足价格就会下

降；供应不足价格很快上涨。

7月以后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种

类增加，市场总供给量会明显

加大，全国水果整体价格有望

下降。

随着高考最后一声铃

响，2019 年高考已经结束

了，考生们终于迎来了这一

刻的“解放”。在高中和大

学之间，还隔着一个难得的

暑假，怎样把这段时间规划

好，让自己过得从容充实、

轻松愉快而有意义呢？本

报特地为同学们准备了暑

期攻略。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 刘昆鹏）6月10日，由省卫生

健康委主办、省老年病医院承办的“2019年河北省老年

健康宣传周”活动在省老年病医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

的主题是“懂健康知识，做健康老人”。

按照2019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安排，省

级启动仪式后，我省将陆续开展老年健康宣传进医院、

进社区、进革命老区、进养老机构等服务活动，针对老年

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健康义诊、巡诊、健康知识讲座等多

种形式的健康科普宣传。

活动将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优势，扩

大宣传效果；通过现场专家咨询、展板展示宣传、张贴海

报标语、发放科普读物等方式，向群众介绍老年健康科

学知识和老年健康服务政策。此外，还将进行义诊、巡

诊活动，将健康送到老年人身边。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 通讯员张亚男 路晓琳）近日，

由省气象部门承担的2022年冬奥会河北赛区航空气象

服务保障系统项目建设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专项研究山

区复杂地形条件下，气象要素对直升机起降、飞机结冰、

飞行颠簸等各方面影响，旨在提供针对性产品，服务赛事

期间的直升机救援、通用航空飞行，保障运动员安全。

据介绍，此项目将汇集京津冀区域地面高空观测资

料、卫星雷达资料、网格预报、数值预报产品等，并结合

其他行业的航空气象资料开展相关研究。涉及的内容

包括风、云、能见度、气温、相对湿度、降水、强对流天气

以及飞机积冰、飞行颠簸、低空风切变等影响因素。

项目建成后，气象部门可实现冬奥会赛区场地应急

救援起降点、京津冀区域范围内任一备降点和飞行沿线

的气象服务信息查询、监控，并制作、发布相关服务产品。

我省“1+N”模式让“她”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文明养犬要注意啥
——聚焦石家庄不文明养犬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 李红霞 郑白 武新杰 袁立朋 曾丝雨

违规养犬、犬只扰民、烈犬伤人、狗粪破坏环境……近年来，由于不文明养犬以及由此
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引发社会关注。6月6日下午3时，长城新媒体集团邀请石家庄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李刚，石家庄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大队副大队长苏建忠和两

位市民代表来到演播室，共同聊一聊关于养狗那些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现在养犬的家庭越来越

多，犬只给人们带来快乐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社会问题，特别是不文明

的养犬行为给城市和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的

影响。

“现在小区经常能够

看到没有清理的犬只粪

便，既不卫生又污染了社

区环境。出去遛弯的时

候被没有拴绳的犬只惊

吓，晚上被狗的叫声影响

休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当你无意

间踩着狗屎，当你突然

发现私家车轮胎上有狗

尿的时候，人们情绪就

容易变得激动，容易跟

养犬人发生矛盾和冲突，

造成邻里之间的矛盾，也

影响了社区的和谐。”李

刚说。

文明养犬关系到城市

的文明形象，关系到每一

位市民的切身利益。为了

巩固石家庄市全国文明城

市的创建成果，进一步深

化城市文明大行动，石家

庄市文明办联合市公安

局、市城管局等有关部门，

从6月1日起在全市开展

了不文明养犬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

本次行动坚持教育和

处罚并重的原则，加大了

对石家庄市养犬管理条例

的宣传和石家庄市市民文

明十条的宣传，扩大了整

治范围，增强了处罚力度。

狗是人类的朋友，对于养

狗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家的

狗不咬人”是许多狗主人的口

头禅。

针对大型犬烈性犬伤人、遛

狗不拴绳等现象，两位市民代表

有话说。市民代表吴女士认为：

“狗就是要拴绳，像金毛、阿拉斯

加、圣伯纳犬都属于大型犬，但

是不能以犬的体型大小来决定

是否要拴绳。烈性犬具有攻击

性，恶犬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

生，比如在广东东莞就发生了藏

獒咬伤一个九个月的小女孩儿

的事件，令人痛心。”

苏建忠说：“对大型犬和烈性

犬的整治始终是养犬管理工作的

重点之一，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养

犬人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的，公

安机关会对大型犬和烈性犬予以

暂扣，并对养犬人处以500元到

1000元的罚款。对遛狗不拴绳

的违法养犬行为，公安机关首先

会对养犬人进行警告，进行批评

教育，同时可以对养犬人处以50

元的罚款。”

市民代表宋女士也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遛狗拴绳自己方

便也减少对别人的妨碍，养狗人

士现在最时髦的装备是胸前挂

着狗牌，腰上别着拾粪便的塑料

袋，手里紧紧握着犬绳。”

养犬是个人的权利，可是犬

只一旦离开私人空间，进入公

共场所，就可能会对他人造成

影响乃至困扰。我们既要认真

遵守法律法规，更要树立依法

养犬、科学养犬、文明养犬意

识，严格遵守养犬登记和免疫制

度，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

人尊重。

去年论斤买今年按个买 水果为啥如此“傲娇”？
□记者 路娟

2019年河北省
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

冬奥会河北赛区航空气象
服务保障系统建设启动

2019年高考已经落

下帷幕，据省教育考试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23

日左右考生可通过河北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网 站

（http://www.hebeea.

edu.cn）、河北省教育考

试院APP客户端查询高

考成绩。

考生们速看！高考结束后做什么？
这份暑期攻略请查收

@所有考生 6月23日查成绩
24日填志愿 高校招生又有新变化

一老人正在街头遛狗一老人正在街头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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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养犬让城市更美好

文明养犬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靠法律更要靠自律

在邯郸市丛台区广星源小区拍摄的在邯郸市丛台区广星源小区拍摄的““爱宠便便屋爱宠便便屋”。”。

管好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超市内销售的水果超市内销售的水果。。 记者记者 路娟路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