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兴连根
统筹抓好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加快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双过半”、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等工作，完善举措，提升效能，推进二季度
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见效。

25日 研究申报县级医院救治能
力提升项目、省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资金
项目、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项目；研究第七批纳入省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26日 研究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
批中央预算内投资；部署开展“三包四
帮六保五到位”活动

27日 调研市开发区自动化仪
表项目和富晶特项目“标准地”落地
情况；研究地方政府专项债筛选及新
谋划情况

28日 调研企业环保正面清单落
实和“五未”土地处置情况；研究分解下
达市公共体育普及工程第二批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

29日 调度加快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工作；研究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及

“双过半”工作预测情况
30日 分析1—5月份全市经济运

行情况，研究实现“双过半”措施
31日 预测分解上半年经济目

标，建立帮扶调度机制，落实责任，
强力推进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李建强
陪同市领导调研市一中新校区建设；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复学准备、校园安

全、高考备考及教育重点工作等。
25日 到邢台学院指导省普通高

校招生体育专业测试工作
26日 陪同市领导调研市一中

新校区建设；研究二十冶综合学校
发展事宜

27日 部署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教育扶贫、控辍保学、防汛等工作；到桥

西区督导疫情防控、复学准备、学校安
全、高考备考及教育重点工作

28日 到桥东区、任县调研疫情
防控、复学准备、学校安全、高考备考以
及教育重点工作

29 日 陪同市领导到市特教学
校、桥东区开展“六一”慰问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占平
督导众创空间建设、市级科普基地认定、农业科技小巨人申报和省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综合评审工作；到市开发区企业调研。
25日 调度二季度科技创新重点

工作开展情况；现场督导众创空间高质
量建设

26日 指导申报燕赵友谊奖；到
市开发区企业调研众创空间、平台建设

27日 调度市级科普基地推荐

和认定、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申报
工作

28日 组织省重点研发计划高新
技术领域项目综合评审

29日 就各县（市、区）加大研发
投入进行调研指导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彦更
督导调度工业经济运行、“亩均论英雄”改革、大气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等

工作，确保扎实有效开展。
25 日—26 日 安排全国两会期

间维稳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调度工业
经济运行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27日 调度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工业设计等工作

28日 安排部署“亩均论英雄”改
革、政务公开等工作

29 日 —30 日 调 度 规 上 工 业
增加值增速、工业技改投资等指标
情况；安排工业经济运行“双过半”
工作

31 日 深 化“ 亩 均 论 英 雄 ”改
革，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亩均税收
提升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王英刚
督导调度全国两会期间安保维稳工作；调度推进公安科技信息化项目建

设、“飓风”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25日 调度公安科技信息化项目

建设进展；调度全国两会期间全市公安
机关安保维稳工作

26日 到南和县督导调研全国两
会期间安保、“两专一治理”集中行动；

调度推进“飓风”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八
大攻坚战”进展

27日—31日 研究涉污违法犯罪
排查和打击整治工作；研究公安实绩考
核有关工作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葛兴敏
调研指导养老服务工作；督导社会组织年检工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调度殡葬改革。
25日 调度殡葬改革，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
26日 督导社会组织年检工作，

严格时间、程序和步骤

28日 到桥西区、巨鹿县调研指
导养老服务工作

29日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完善
城市社区和农村治理体系建设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 赵广军
研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创城、人民调解等重点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25日 调度研究5月份重点工作
完成情况

26日 到包联社区调研创城工作
27日 研究完善邢台市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和市守敬公证处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28日 研究落实法治政府督察整

改工作
29日 协调研究机关公务员考核

问题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郭路芳
紧盯财政指标任务，重点落实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挂牌督办工

作；赴企业开展重点工作包联调研；研究解决部分职工养老保险补充基金、下达
第五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25日 研究落实省政府开展清
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挂牌
督办工作

26日 陪同省财政厅领导开展重
点工作包联调研，赴平乡县好孩子北方
生产基地和富士达有限公司等企业调
研经营情况

27日 研究解决部分职工养老保
险补充基金事宜

28日 研究加快企业挂牌上市工
作推进方案的意见建议；安排6月份组
织收入工作，研究上半年财政指标情况

29日 研究下达2020年第五批新
增政府债券资金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司国亮
调研企业稳就业情况，检查企业社保费“减、免、缓”政策落实情况；制定加

强职业技能培训举措。
25日 研究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保居民就业工作；调度安排就业扶
贫工作

26日 研究制定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举措；调度事业单位招聘工作

27日 陪同省人社厅考核组评定
4A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暗访人社部
门服务窗口服务质量

28日 到巨鹿县调研就业扶贫工
作；检查企业社保费“减、免、缓”政策落
实情况

29日 调度省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提案重点事项“开门办案”活动；研究人
力资源产业园有关事宜

30日—31日 传达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研究人社部门贯彻落实意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 顾鹏图
研究加快项目用地手续办理的改革意见，调度安全生产、重点项目要素保

障、违法违规圈占土地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
25 日 安排部署全国两会期间

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应急值守工作，
调度违法违规圈占土地整治工作

26 日 排查地灾隐患、非法采
矿采砂、油气管道周边建筑隐患进

27 日 研 究 工 业 项 目 用 地 、
“标准地”供地、“五未”土地处置

等事宜
28日 调度市县两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
29日 研究加快项目用地手续办

理的改革意见
30日 安排部署重点项目要素

保障工作，督促加快组卷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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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局长局长
新时代新时代 新印记新印记

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一周（5月25日—31日）主要工作

本专栏稿件由记者 闫丽静 孙建伟 路英俊 整理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立宁

围绕大气治理精准管控，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进行解剖式执法检查；开
展危险废物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创城、安全生产等工作。

25日—26日 组织局处级干部
对沙河市、南和县涉气企业开展解剖
式执法检查；组织开展“清锅兜底”安
全生产大检查行动、七里河河道“清四
乱”集中巡查整治活动

27日 调度重点区县大气治理
工作，研究完善我市臭氧管控措施；督
导市区园林绿化日常养护管理工作

28日—29日 调度全市危险废

物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拆违拆迁及体育公园改造提升
工作；督导市区道路破挖工程施工及
县（市、区）植树增绿、游园建设

30日—31日 对重点企业减排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研究危险废
物监管长效机制；安排供热冬病夏治
工作；督办沙河市、巨鹿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周宝战
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巡察整改等重点工作；实地调研公租房智慧小区建设。

25日 部署配合市委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巡察工作；安排安全生产、依
法行政、经济发展等工作

26日—27日 实地调研祥和城
小区公租房后期智慧管理中心建设情
况；检查市一中新校区项目建设进展
及安全生产工作；与省审计组交换意
见；与九届市委第九轮巡察第一专项
巡察组对接沟通

28 日—29 日 调度住建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物业服务
企业代表座谈；研究房地产从业
人员工资增比、建筑业产值、房屋
销售面积等指标运行工作；围绕
九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反馈意见部
署整改工作

30日—31日 推进房地产领域
信访风险隐患化解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明新
围绕配合市委大气污染治理专项巡察、交运系统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采取研究部署、实地督导等方式，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25日—26日 部署配合市委大

气污染治理专项巡察工作；陪同省首
批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复核评
估组领导检查公交场站建设、公交运
营等情况

27日—28日 安排交通运输系统
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有关事宜；部署交
通运输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29日 协调推进邢台机场项目建
设；安排道路客货运输专项整治工作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 张忠良
围绕水库防汛准备、河道清理整治、生态补水、百泉复涌等，采取专题研

究、实地调研等方式，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25日 组织局党组成员传达学

习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暨作风纪
律整顿会议精神，并就局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26日—27日 赴朱庄水库调研防

汛准备工作；专题研究百泉复涌工作
28日—29日 赴南水北调七里

河退水闸、南和顺水河调研河湖清理
整治和生态补水工作；专题调度河道
清理整治和引江、引黄调水工作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尹雪峰
研究三夏工作；调研农业项目招商选资、渔业生产、农业园区和农业产业

化等工作。
25 日 —26 日 研 究 三 夏 工

作，调度农机具准备、农业创新驿
站、农民教育培训等工作；到沙河
市调研渔业生产和省级农业园区
提升工作

27日 就农业项目招商选资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工作到临城
县调研

28日—30日 部署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制度落实、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工作

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明虎
围绕造林绿化、打击非法采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采取实地调研、督

导检查等方式，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5日—26日 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周一夜学”活动；到隆尧县、柏乡县
调研造林绿化工作，督导检查打击非
法采砂行动开展情况

27日—28日 部署林业领域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开展森林

督查工作；组织局党组成员集体学习
《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规定》及省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划化相关文件

29日 调度全省造林绿化现场
会筹备工作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雪峰
围绕招商选资、项目“双进双产”、楼宇经济、稳外贸稳外资等工作，采取

实地调研、专题调度等方式，推进落地落实。
25日—26日 研究扶贫工作并

安排到扶贫村广宗县赵葫芦村进行
“双报到”；陪同市领导到桥西区调研
招商选资、项目“双进双产”、实际利用
外资、楼宇经济等工作

27日—28日 参加冀中能源邢

台矿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外贸
综合服务平台开业活动；视频调度
驻北京、上海、深圳招商办事处招商
选资工作

29日 到北国商城、家乐园泉南
路超市等检查创城工作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戴书军
统筹抓好文旅经济指标“双过半”、旅发大会筹备及项目建设等工作，夯

实责任，推动落地落实。
25日—26日 贯彻落实省、市领

导“双过半”指示精神，调度创城、考
核、旅游指标“双过半”、“网络宣传推
介直播专场”等重点工作；督导旅发大
会筹备与项目建设

27日—28日 实地督导包联片
区、条线创城工作；调度文旅经济指标

“双过半”工作
29日—31日 赴邢台广播电视

台调研，就全国两会宣传报道、传
输保障等进行部署；参加“邢台人
游邢台”万人自驾游太行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总结 1—5 月份工作，部
署下一步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安建波
围绕交通站点、村庄社区、养老护理院、社会福利院等特殊场所疫情常态

化防控措施落实等工作，压实责任，推动取得实效。
25日—26日 调度威县汽车客

运站等交通站点和隆尧县山口村等村
庄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工作

27 日—29 日 到桥东区牛市
街、马市街、花市街，桥西区省三建
家属院暗访创建卫生城市工作；调

度市戒毒所、养老护理院、社会福利
院等特殊场所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
落实工作

30日—31日 调度高中一二年
级、初中一二年级，中职学校一二年级
和小学六年级复学复课相关工作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同修
调度退役军人重点工作进展，督促指导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迎检工作。

25日 组织开展“周一夜学”
26日 研究邢台县、临城县全国

双拥模范城（县）迎检工作；调度双拥
共建工作进展情况

27日 陪同市领导调度退役军

人重点工作；研究示范型退役军人服
务站创建工作

28日—31日 陪同省考评组检
查验收邢台县、临城县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创建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泽民
深入重点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做好森林防灭火和防汛抗旱准备

等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稳定。
26日 赴平乡县天富自行车

公司、张田庄熟料造纸厂、王杨村
熟料造纸厂检查“两会”期间安全
生产工作，查看有限空间作业场
所安全情况，督促企业扎实开展

“双控”机制建设，有效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

27日 赴桥西区空气化工产品
（邢台）有限公司对重大危险源情
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确保全市危
化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0日 专题调度山洪灾害防御
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全市防汛备
汛各项工作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关峰
研究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及审计整改监督工作，把好质量关，确保审计发

现问题整改全面落实。
25日 研究朱庄水库管理处审

计问题整改情况；研究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组织机关全体干部参
加“周一夜学”

26 日 研究借调人员清理工
作；接待保定市审计局领导指导整
改监督工作

27日 专题研究市直单位经济
责任审计业务工作；研究机关党建考
核工作；组织机关全体参加全市“洗
城”活动

28日 研究二季度实绩考核工
作；研究参加市纪委专项检查人员

29日 到隆尧县调研审计工作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陈铭皋
统筹抓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党组织关系划转、国企党建、安全生产等工

作，推进二季度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见效。
25日 组织学习河北省《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26日 安排全国两会期间信访

稳定、安全生产值班工作
28日 调度重点县（市、区）国有企

业退休人员党组织关系划转移交工作

29日 听取“六重”、国企党建等
重点工作汇报，研究工作措施，推动国
资委各项工作开展

30日 督导市国资委系统安全
生产工作，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国
资系统安全生产平稳进行

市政府食安办主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柳金钟
赴威县实地检查工业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赴柏乡县五得利集

团实地调研食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25日 组织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和涉及市场监管方面的工作要求
26日 调度市场监管系统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陪同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领导调研我市化妆品监管工作

27日 赴柏乡县五得利集团实

地调研食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28 日—29 日 赴威县实地检

查工业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
工作

30日—31日 部署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当前重点工作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邱世勇
调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工作；赴相关县（市、区）调

研体育产地建设和体育产业发展情况。
25 日 学习市领导关于“双过

半”指标指示精神并对局工作进行部
署；就创城工作进行专题研究

26日 赴邢台县、柏乡县调研体
育场地建设；赴内丘县调研体育产业
发展情况

27日 向市直工委督导组汇报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28日 研究季度考核和月考核

工作，研究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调度创
建卫生城市工作

31 日 专题研究从严治党工
作；参加迎“六一”儿童节体育系
列活动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韩志强
调度我市受“5·3”风雹自然灾害影响贫困户和边缘户情况调查工作；配合省

核查验收组开展2019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检查验收工作。
25日 配合省核查验收组赴各

县（市、区）开展2019年国家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检查验收工作

26日 调度我市受“5·3”风雹自
然灾害影响贫困户和边缘户情况的调
查工作，并形成专题报告

28日 指导县（市、区）开展2019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系
统网上填报工作

29日 研究脱贫攻坚普查工作，
安排人员陪同省脱贫攻坚普查督导组
赴新河县、任县指导普查准备工作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亚茹
调度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监管工作，推动创建文明城市、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到汇丰源典当行现场检查，赴邢台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中心调研。
25日—26日 调度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担保公司监管、信用体系建
设、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部署6月份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28日 会同市财政局研究企业
上市奖励政策和对驻市金融机构考评

奖励措施有关工作
29日 到汇丰源典当行现场检

查；赴邢台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中心调研
30日 研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工作；调度不良贷
款化解工作

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瑞峰
实地走访包联企业，上门提供审批服务；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体制”等改革，进一步提高审批效能。
25 日 部署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有关工作，服务重点项
目建设

26日 研究省办“双十佳”选树
推荐工作，按照推荐标准通过集体讨
论审核确定推荐名单

27日 参加“诚信南和”创建活

动启动仪式，走访南和县部分重点项
目企业

29日 部署“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信用平台升级建设、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建设工作

30日 组织开展审批案卷自查，
进一步规范许可审批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建鑫
制定我市医疗保障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实地调研督导市第

三医院医疗保障政策执行情况。
25日 制定我市医疗保障2020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安排推进
措施

26日 调度医疗保障信访工作，
针对信访反映的热点问题，研究完善
制度和改进措施

27日 研究2020年人大建议政

协提案办理情况，安排答复意见，向代
表委员面复

28日 分析城乡居民医保市级
统筹和门诊统筹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问
题，制定解决方案

29日 到市第三医院调研督导
医疗保障政策执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