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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安平县一家养老机构的医护人员与老

人一起做智趣游戏。近年来，安平县积极探索推进“医

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资源，

不断增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满足老人养老和医

疗护理双重需求，让老人乐享幸福晚年。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河北经济日报
20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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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 新时代复兴路上蝶变转型

防贫“小药方”解决返贫“大病根”
本报讯（记者张晓明 见习

记者刘梦妍）“在工作中，我们发

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很多痛点

堵点问题，靠现有的制度和方法

有时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掉。

我们开始研究用改革的办法，从

‘小切口’入手，用‘小药方’解决

‘大病根’。”8月13日，在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邯郸市专场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邯郸市委书记高

宏志着重介绍了正在施行的精

准防贫机制。

防贫保险就是邯郸使用的

一个“小药方”。高宏志表示，到

2020年确保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之后，扶贫领域的主要任务，将

由脱贫为主转变为以防贫为主。

邯郸从2017年就探索实施

了精准防贫机制，主要针对非高

标准脱贫户和非贫低收入户（非

高标准脱贫就是脱贫了，但是并

没有致富；非贫低收入户是没有

进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到不了

建档立卡的最低门槛，但是收入

水平也不高）。

“一种是没有劳动能力的，

但‘两不愁三保障’没有问题，直

接纳入低保，进行兜底保障；另

外一种是有劳动能力的，针对他

们返贫的原因进行分析。”高宏

志表示，有劳动能力而出现返贫

的，大体上有5类情况：因病、因

学、因灾、因就业和因婚，这五大

原因占到这一类人群返贫的

85％到90％，其中因病的更高，

要超过60％。

对因病和因灾的两类人群，

邯郸启动了防贫保险。全国第

一份防贫保险就是在邯郸魏县

发出，群众按照人均50块钱的

标准参加防贫保险，由保险公司

作为第三方提供保障。

“只要个人看病承担的比例

超过了预警线，保险公司就到家

庭里面去核算，看看收入水平是

不是在防贫线里面，如果在这个

里面就要启动防贫保险，就是在

新农合、大病保险和大病补助共

享的三类机制之外，又增加了一

个防贫保险。”高宏志介绍，对于

医药费自付部分过高的，通过防

贫保险来解决，就是为了确保不

让群众因病返贫。

在导致群众返贫的5类情

况中，因婚返贫的，虽然总量不

大，但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往往

是越贫困的家庭孩子找对象越

难，越难越需要拿钱来补齐，这

是个恶性循环，需要改变长期以

来的婚俗。为此，邯郸在全市开

展了移风易俗活动，大力倡导婚

事节俭，通过改变婚嫁习惯，减

少因婚返贫情况。

据高宏志介绍，防贫机制推

行两年来，效果非常明显。

2018年，邯郸全市返贫人口只

有6户，20人全部没有劳动能

力，比2016年降低了90％。“按

照我们新的政策，将全部纳入低

保保障。”高宏志表示，有了“两

不愁三保障”和精准防贫机制，

群众返贫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

决，“我们作了一个预测，两套制

度接轨以后，今年应该没有人再

出现返贫情况。”

本报讯（记者张晓明 见习记者刘
梦妍）8月13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邯郸市专场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邯郸

市委书记高宏志介绍说，作为京津冀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之一，邯

郸是京津冀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

近年来，通过着力在减煤、治企、抑尘、

控车、增绿上下功夫，邯郸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由2013年的13.20下降到2018

年的7.28，达标天数由54天增加到161

天，PM2.5浓度由138微克/立方米下

降到69微克/立方米。2018年10月1

日至今年3月31日，全市PM2.5平均浓

度同比下降6%，削减率在“2+26”城市

中正排第1名。2018年，全市PM2.5平

均浓度下降 19.8%，改善率居全省第

二，空气质量为6年来最好。

下一步，邯郸将坚定不移守住生态

红线，扎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加快完成市县乡三级总体规划和村

庄规划编制，分区分类搞好管制，严防侵

占生态红线各类问题发生。坚决打赢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全民共治、

源头防治，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突出抓好扬尘治理和VOCs专项治

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实施“绿美邯

郸”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天鹅、鸳鸯、苍鹰、丹顶鹤，

七彩墙壁……自今年3月份以

来，衡水市滨湖新区韩家庄村变

得有意思起来，一幅幅栩栩如生

的彩绘作品扮靓了这个原本就

风景如画的村庄。

7月30日，记者来到衡水市

滨湖新区韩家庄村，村口高大的

牌楼被制作成热带雨林中树林

的样子，“鸟语花香”四个字仿佛

预示了即将遇见的美景。慢慢

走进村子，眼前的美景震撼人

心，整个村子就是一幅“人在画

中行”自然与人文结合的画卷。

村口的一面墙上，一群天鹅

正在水里嬉戏，那色泽、那动作，

栩栩如生，每一个细节每一片羽

毛都无可挑剔，画中的天鹅好像

活了过来，正扑棱着翅膀，捕食

嬉戏，令人叹为观止。而在天鹅

的对面,一只张着大嘴的小鸟等

着鸟妈妈喂食，生动形象，夏日

的蝉声此起彼伏，给这幅哺乳的

彩绘增添了几分趣味。

“看，这种鸟是青头潜鸭，

世界上一共有1000多只，在咱

们衡水湖就有300多只。”在村

里主干道的一幅墙绘面前，韩

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韩宝安指着

墙上的鸟对记者说。他介绍，

为了绘制这些墙绘，自今年3月

份以来，村里请来了专业的美

术团队，在斑驳的墙面勾勒美

丽的画卷。截止到目前，村子

里三条主要街道都已绘制完

成，墙绘的核心为主干道墙体，

以衡水湖的329种鸟类为主，另

外两条街道以国画、卡通、动漫

彩绘为主。

“非常漂亮，没事儿就出来

溜达溜达。心里也非常高兴。”

80多岁的韩世坤老人，每天经

过这些彩绘墙，都会驻足观看，

感受村里的新变化。

“太美了，画得真好！”“姥

姥，来给我拍个照片。”记者在村

子里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来自

东岳庄村的杨玉兰，带着两个外

孙女在村子里拍照，两个孩子也

是摆出不同的姿势，在每一幅墙

绘前面合影。杨玉兰说：“尤其

是看到这些鸟儿，两个孩子非常

喜欢，我在朋友圈还发了很多照

片呢，很多人都给我点赞！”

记者在村子里看到，各个小

胡同也已经将墙面粉刷，圈出了

绘画的区域。韩宝安说，计划将

这些区域交给来游玩的孩子们

来完成，主要目的是向孩子们普

及衡水湖鸟类知识，形成爱鸟护

鸟的良好风尚。

据了解，该村的百鸟园项目

设计理念是以鸟文化为中心；以

农田、树林、水、村庄为基础；以

营造鸟的生存环境为核心；以村

庄彩绘壁画、雕塑、七彩空间艺

术为特色；以鸟文化演艺、鸟文

化展览为亮点；以森林游乐、演

艺参与、养鸟玩鸟、科普教育、游

乐健身为活动形式；以特色餐

饮、特色农产品为卖点，打造一

个集森林游乐、科普教育、爱鸟

护鸟、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综合

旅游景区。

“韩家庄村发展的百鸟园项

目，可以提升村子的整体形象和

老百姓的收入，还可以丰富衡水

市旅游业态。”衡水滨湖新区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冯晓华表

示，下一步，将深入挖掘衡水湖

景区生态文化、湿地文化、研学

文化、历史文化底蕴，整合衡水

湖周边文化资源、多业态项目，

把衡水湖打造成北方生态休闲

旅游度假目的地，助力衡水成为

生态宜居美丽湖城。

衡水：彩绘扮靓乡村特色游
□记者 张梅胜 胡竞文

本报讯（肖玉宏 张立彬 金宗明）今年以来，唐山持续

推进电子社保卡签发和应用功能开发建设工作。截至7月

底，该市电子社保卡签发量达到22.3万张，具备了社保信息

查询、医保购药结算等应用功能。

该市从2018年12月28日签发出全省首张电子社保卡

开始，签发数量、应用功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跨

越，签发渠道也从最初的2个增加到了12个。其中，通过

“唐山人社”“支付宝”APP可查询个人养老、失业、工伤、医

疗、生育保险信息，可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扫码购药；通过

“中国农业银行”APP可查询个人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

育保险信息。

唐山22万人申领电子社保卡

本报讯（记者路娟）“对于热心读者的建

议，比如社区合作共建、老年人绿色通道、读

者餐厅和馆区环境四个方面，我们将认真研

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更好地为读者服

务。”省图书馆馆长李勇在日前的馆领导集

体接待日上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省图书馆建立馆领导接待日制度，主动

解决读者的困难和问题。为减少读者户外

等候时间，安排读者提前半小时进入大厅等

候；暑期学生增多，增加自习室满足广大读

者的需求……

“把改进为读者服务作为这次主题教育

活动的重点，检视在服务中还有哪些不能满

足读者需求的问题，寻找差距，改进我们的

工作。”李勇表示，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

法和措施，力争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和学

习环境。

图书馆的这些变化只是省文旅厅“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省文旅厅组织开展党的十九

大精神“七进”演出8100多场；启动实施了

文化进景区“八进”工作。在推动文艺精品

创作方面，立足河北地域文化特色，不断推

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

优秀作品，精心打造了河北梆子《李保国》、

话剧《塞罕长歌》、河北梆子《吕建江》、民乐

《大河之北》等优秀文艺作品，让人民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

“自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党组

第一时间制定调查研究方案，征集了31个

调研方案和议题。厅领导带队分成9个调

研组深入全省14个地市，分别就营商环境、

景区建设、旅游扶贫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省文旅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文元介绍，

按照边学边研、边查边改的要求，全省文旅

系统坚持在调研中查摆问题，制定解决方

案，确保整改见效。

截至目前，省文旅厅对文化场所、景区

（点）、旅行社、星级饭店、旅发大会项目等5

类项目共500多家重点场所进行了全面督

导检查，共发现问题隐患1224条，已全部整改到位。同时

对全省32处玻璃栈桥类高风险旅游项目进行暗访，做到检

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有效防范重大风险隐患。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激发起全省

文化和旅游系统工作者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热情。”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荣丽说，“督促大家肩负

起自己的使命，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化

和旅游产品，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省
文
旅
厅
提
升
便
民
惠
民
服
务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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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全程参与问政，石

家庄长安区教育局、人社局、卫

健局的领导及时了解民意，直面

问题，践行承诺。

“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我们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通

过网上网下‘问计于民’，提前供

热，实现供热问题‘冬病夏治’，

去年供暖期间，石家庄市区供热

投诉比2017年同期降了八成。”

石家庄供热管理中心主任刘文

栋深有感触地说。

每个问题有回应，每项意

见有落实。近年来，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依托省级问政平台，

以及各市政府门户网站、新闻

门户网站（客户端）建设的市级

网络问政平台或政民互动版

块，广泛接受网民政策咨询、

问题反馈、意见建议等诉求，

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广覆盖的

网上群众路线格局。据统计，

截至2019年6月底，我省11个

设区市和定州市、辛集市均设

置了网络问政平台，或依托政

府官方网站建设“政民互动”版

块，网上群众路线平台建设不

断深化。

服务群众，接诉即办。我

省每年有逾 10 万条群众留

言、建议等通过河北省各级

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平台得到

解决。

“为民服务解难题”，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具体目标之一。群众诉求当考

题，群众满意是标准，河北省网

上群众路线越走路越宽，群众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党群干群关系

也越来越密切。

（上接第一版）突出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工程质量、时间进度

和生态保护，严格执行“日巡查、周调度、月会商”制度，加强

项目资金跟踪监管和审计，把每个项目都打造成精品工程、

廉洁工程，成为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和城市新名

片。要落实“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加快冰雪产业发展”

要求，抢抓宝贵机遇，推广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加快张家口

两个冰雪装备产业园项目落地和产业聚集，充分放大冬奥

效应、带动张北地区加快发展。要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张

家口市切实担起举办城市的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申办承诺，

省冬奥办发挥牵总协调作用，省直各部门密切协作，强化督

导考核，确保高标准、高质量筹办冬奥会，向党中央和全国

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副省长、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徐建培，省政府秘书长朱

浩文参加会议。

强化责任担当 打造精品工程
扎扎实实推进冬奥会筹办工作

PM2.5削减率在“2+26”城市中排名第一

制作：张晓静

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