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9 日，在玉田县唐山

北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扶贫

车间”里女技术员正检查产品

质量。玉田县在脱贫攻坚中

拒绝走过场，县领导、县直各

部门与各乡镇、乡镇与有脱贫

攻坚任务的107个村全部签订

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全县

区域内的企业纷纷主动建立

起“扶贫车间”，还为一些有就

业培训意愿的贫困对象提供

免费培训，引导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意愿的贫困对象尽量就

地就业。今年以来，帮扶岗就

业 169 人，企业就业 46 人，灵

活就业 52 人，自主创业 3 人，

就业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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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洪坡）7月

25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全省人社系统上半

年重点民生工作推进情况。记

者从会上获悉，各项工作顺利

推进，各项指标实现时间任务

“双过半”。

全省就业局势保持
总体稳定

截至6月底，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58.9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69.37%；失业人员再就

业15.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65.79%；困难人员实现再

就业6.4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64.8%；零就业家庭保持

动态清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11%，控制在4.5%的目标任务

以内。

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截至

6月底，全省非师范类毕业生签

约率达到53.65%，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确定去产能企业拟分

流职工5652人，7月底前完成

核实工作；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37.4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50万）的75%；公益性岗

位安置退役军人2.02万人，发

放就业补贴资金1.69亿元。组

织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

企业招聘周等活动，举办各类招

聘会464场,帮助20.56万劳动

者实现就业。

深入开展“双创双服”活动，

新培育129家创业就业孵化基

地。修订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

法，提高贷款额度，新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2.23亿元，直接扶持

1.06万人自主创业，吸纳带动

2.75万人实现就业。

民生安全网进一步
织密扎牢

截至6月底，全省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分 别 达 到

1297.74 万 人 、553.67 万 人 、

956.93 万人,分别比年初增加

35.92万人、7.67万人、76.59万

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89.8%、

101.4%、107.5%。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489.18

万人（全年目标3490万人）。全

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征缴收入835.89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289.75亿元；基金当

期结余 64.42 亿元，累计结余

776.46亿元。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标准，总体调整水平为2018年

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7月底前基本发放到

位。调整提高工伤职工和工亡

遗属工伤保险待遇标准，1-4级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月人均增加

285元、达到2748元；供养亲属

抚恤金月人均增加100元、达到

1196元。

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5月1日起,我省职工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20%降至

16%；缴费基数由全省非私营企

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调整为全

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调整后最低缴费基数由3582元

降至2836元，降低746元，降幅

20.83%。据测算从5月1日起

到年底，通过降低社保费率和最

低缴费基数共为企业和个人减

费118.4亿元，其中降低单位缴

费比例为企业减费72亿元、调

整缴费基数为企业和个人减费

42亿元、工伤和失业保险减费

4.4亿元。

大力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

2021年）》，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我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对全省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今后三年

全省将面向企业职工和高校毕

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

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

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

困难人员、残疾人、贫困劳动

力、贫困家庭子女等重点群体，

开展补贴性培训150万人次以

上，其中2019年开展补贴性培

训48万人次以上。

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工资薪

酬制度改革。印发了关于切实

做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

障工作的实施方案，确保2019

年底前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

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水平。完成除特殊行业

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

调整和增加离休费工作，全省在

职人员基本工资月人均增加

303元。

12 家拖欠工资企
业被列入“黑名单”

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上半年共检查用人单位

1.18 万家，处理欠薪案件 578

件、涉及人数0.73万名、涉案金

额 0.75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74.86%、85.76%、85.79%。将5

家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企业向社会公布，将12家严重

拖欠工资企业列入“黑名单”，实

施多部门联合惩戒。

同时，会同省扶贫办逐家

逐户摸清贫困人口底数，核实

未脱贫贫困劳动力 10.72 万

人，截至目前，帮扶实现就业

6.48 万人，占总量的 60.47%，

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引

导性培训。核实符合城乡居

民 养 老 保 险 扶 贫 政 策 人 员

247.8万人，同步开展信息录入

及代缴工作，实现参保率、代

缴 率 和 待 遇 发 放 率“3 个

100%”。组织 5 批 32 人次专

家对口开展技术帮扶。

我省上半年重点民生工作成绩单“出炉”
城镇新增就业近60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3489.18万人；将12家严重拖欠工资企业列入“黑名单”

本报讯（记者张青果）日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今年上半年食品相关产品省级监督抽查结果：执法人员抽

查的275批次产品中，不合格8批次，合格率为97.09%。

本次监督抽查由省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承

担，重点针对影响质量安全的项目进行，检验及判定主要依

据国家抽查规范、监督抽查细则以及产品执行标准等。共

涉及225家企业的复合膜袋、非复合膜袋、食品包装用塑料

编织袋、食品用塑料工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塑料片材、

纸制品（纸包装、纸容器）、食品包装金属罐、餐具洗涤剂、玻

璃制品、安抚奶嘴、竹木筷等12类275批次产品。共发现

不符合标准规定产品8批次，不合格项目主要为剥离力、总

活性物质、氧气透过量、三聚氰胺迁移量等。

上半年食品省级监督抽查
合格率超97%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随着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

施，平安人寿河北分公司主要涉及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负大幅降低，切实享

受到了政策红利，提高了营销员个人的工作热情，助推企业

业务发展。

据统计，2018 年 1-6 月，该公司缴纳个人所得税

5438.73万元，根据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2019年1至6月，该公司缴纳个人所得税1302.57万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6.05%。

根据最新的减税降费政策，2019年该公司保险营销员

的增值税起征点由3万元提高至10万元，且对应的附加税

减半，使得绝大部分营销员无需再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大大

减轻了个人税负。2019年1-6月，该公司代扣代缴增值税

5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81.47%；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及地方教育附加共计缴纳3.43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86.47%。

减税降费促河北保险业转型
平安人寿税负大幅降低

本报讯（记者郭甜肖）7月25日下午，河北省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张家口承德地区

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决定。《决定》的出台，填补了我省在草

原立法方面的空白，对于加强张家口、承德地区草原生态建设

保护利用工作，促进草原生态环境改善和草原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月1日起，该决定正式施行。

《决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

的责任主体，并对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责进行了规范。草原

行政主管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

草原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相关工作。同时明

确，省人民政府对草原生态建设、保护和利用工作建立考核

奖惩制度。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草原生态建设保护、探索

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方式，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决定》对退耕还草、草种基地建设和保护、调整种植结

构、建设人工草地、开展草原围栏、牲畜圈舍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做出规定；特别是明确对“三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的草

原进行专项治理。同时，统筹兼顾草原生态建设和农牧民

的生产生活，通过分类指导、科学施策、鼓励支持，多渠道增

加农牧民收入。

加强保护是草原生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决定》明确，将

生态红线范围内的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建立基本草原制

度，实行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建立水资源管理

和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加强地下水位动态监测，从严控制地

下水开采。

张承草原生态建设决定
8月1日起施行
填补草原立法空白

（上接第一版）持续完善党政机

构职能体系。以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更好发挥

党委议事协调机构作用，更好

发挥党的工作机关作用，更好

发挥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

调管理职能，更好完善机构改

革配套政策和制度。二要着力

推动部门“三定”规定落实到

位，提高机构履职尽责能力和

水平。严格落实“三定”规定要

求，聚焦主责主业，突出重点关

键，推进机构、职能、人员全面

融合，建立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提升干部队伍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作风建设和专业化建设

水平。三要着力推进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有效破解各种执法

难题。整合省市县乡执法队

伍，探索建立体现综合行政执

法特点的编制管理方式，切实

解决好基层存在的行政执法

散、弱、窄、乱等问题。四要着

力强化乡镇和街道改革，积极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

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

能，理顺乡镇和街道与派驻机

构关系，整合优化乡镇和街道

党政机构、事业站所，整合基层

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

全面推行基层“一站式”便民服

务。五要着力深化事业单位改

革，积极稳妥推进政事分开、政

企分开、管办分离。整合分散

在各部门各领域重复设置的信

息、检验检测、科研等事业单

位，积极稳妥推进生产经营类

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完善事业

单位改革配套政策，进一步释

放事业单位的潜力和活力。六

要着力强化机构编制法定化，

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认真

抓好《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

作条例》学习宣传和组织实施，

加强各类组织机构管理，从严

从紧控制机构编制，更好发挥

机构编制在管理全流程中的基

础性作用。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以深化

机构改革为契机，扎实推动全面

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用好机

构改革创造的宝贵经验和有利

条件，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健全完善各级党委领

导改革工作的体制机制。坚持

目标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坚

定不移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坚

持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

破，突出抓好九项重点改革，突

出抓好民生领域改革，推动改

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更

多精力和更大气力抓落实，确

保改革往实里走、往深里做，不

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许勤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各

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按照省委安排

和王东峰书记要求，进一步完善

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

效率效能，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扎

实成效。要紧扣重点任务，找差

距、抓落实，健全党对重大工作

的领导体制，按照新的“三定”规

定，加快机构、职责、人员全面融

合，着力抓好综合行政执法、乡

镇和街道、事业单位改革，加快

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

法定化，把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改

革任务逐项落实到位。要加强

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注重

统筹谋划、协调调度，努力开创

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会上，省委编办、省应急管

理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秦皇岛市、邱县主要负责同志作

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

形式召开。省领导梁田庚、袁桐

利、刘爽、沈小平；省直单位主要

负责人、人事处处长；省委深化

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

成员；省委编办领导班子成员等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雄安

新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以深化机构改革新成效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聚焦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目标，

调整优化职能，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

依法履职能力。要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播正能量，引领新风尚，为

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力量。

赵一德充分肯定省红十字会近年来的工作后强调，要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紧围绕服务省委中心

工作和全省工作大局，严格按照强“三性”去“四化”要求，

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履职尽责，认真践行弘

扬人道、保护生命、维护尊严的初心和使命，加大社会救助

力度，积极培育“生命接力”品牌，着力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让更多身处困难的群众享受人道主义阳光。

尹德明指出，河北省红十字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坚

持依法治会、依法履职尽责，积极开展“三救三献”为主体的

核心业务和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等工作，发挥了作为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

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聘请许勤为省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聘请王晓东、省政协副主席孙瑞彬为名誉副会长，选举徐

建培为第五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宣读了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群团组织代表致贺词。大会审议通过

了省红十字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的决议、省红十字监事会

工作规则（试行）的决议和省红十字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会议还表彰了30个先进集体和50名先进工作者。

省红十字会召开第五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 通

讯员齐行）7 月 25 日，秦皇岛

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本报

告期（7月17日至7月23日），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

于577元/吨，环比持平。

从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

价格的采集计算结果看，24个

规格品中,价格下行的规格品

数量有 9 个，跌幅均为 5 元/

吨，价格持平的规格品数量有

15个。

上期提到的利空因素逐渐

被市场消化，环渤海地区动力煤

炭价格下行压力减弱，整体呈现

企稳迹象：高温天气来袭，电厂

日耗进入旺季。随着华东多地

进入高温模式，秦皇岛煤炭网数

据显示，7月24日沿海电厂日耗

已出现明显上涨，同比数据差距

缩至个位数，存煤可用天数覆盖

不足24天，若高温天气持续，后

续存在采购需求。

进口调控政策风险加大，

供给补充预期降低。上半年

煤炭进口量大幅超出去年同

期水平，根据进口煤平控政

策，下半年煤炭进口收紧预期

逐渐增强，政策调控风险不断

加大，进口煤对内贸煤炭的补

充效果减弱。

先行指标进入上行通道，

市场看涨情绪升温。煤炭海

上运价已于7月中旬开始出现

反 弹 ，较 前 期 低 点 已 上 涨

22%；同时，动力煤期货价格也

出现了震荡上行，动力煤09合

约上行至 595.8 元/吨。以上

两个先行指标纷纷进入上行

通道，而夏季天气的不确定性

也使得下游北上派船积极性

有所提升，市场整体看涨情绪

逐渐升温。

沿海航运市场方面，秦皇

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海

运煤炭运价指数（OCFI）显示，

国内海上煤炭运价指数小幅上

行。7 月 23 日运价指数收于

707.97点，与7月16日相比，上

行88.26点，涨幅为14.24%。

具体到部分主要船型和航

线，7 月 23 日与 7 月 16 日相

比，秦皇岛至广州航线5-6万

吨船舶的煤炭平均运价上行

3.5元/吨至32.0元/吨；秦皇岛

至上海航线 4-5 万吨船舶的

煤炭平均运价上行6.7元/吨至

25.3元/吨；秦皇岛至江阴航线

4-5万吨船舶的煤炭平均运价

报收 28.2 元/吨，环比上行 7.6

元/吨。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

7月17日至23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比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