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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临城县委书记 宋向党

聚焦项目“双进双产”、经济工作、“千斤粮、万元钱”、信访等重点
工作，强力调度，持续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14日 专题调度人才集聚、基层
组织强化提升等重点工作；调度部署
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5日 参加市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重点工作；调度招商项目“双进双
产”工作

16日 开展第三季度市级河长巡

河工作；参加“河北省老专家工作
站”揭牌仪式；到赵庄乡专题调研

“千斤粮、万元钱”工作
17日 到绿岭、店上村、西竖村

等地调研扶贫相关工作
18日 参加扶贫工作座谈
20日 参加市第四届旅发大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乡县委书记 杨宪春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双进双产”、全民增收、城市建设等重点
工作，工作力度再加大，工作举措再强化，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14日 调度部署大气污染防治、
项目“双进双产”工作；研究推进电
商产业发展工作

15 日 对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双进双产”工作再调度、再部署；
研究推进“平乡好人”工作；与人民
网河北分公司负责人座谈

16日 与企业家座谈并参加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调度部署
大气污染防治、农民增收、全民

增收工作
17 日 调度部署大气污染防

治、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
强化工作举措，完善工作机制；
督 导 检 查 城 市 “ 五 个 之 家 ” 建
设、运转情况

18日 调度部署大气污染防治、
城市建设项目进展工作

19日 调度部署招商选资、信访
稳定工作

信都区委书记 李振军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强化调度项目建设“双进双
产”、棚户区改造、拆迁清零、大气污染防治、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

14日 专题调度智慧城市建设、
项目“双进双产”等工作；督导部分
群众信访事项调处工作；专题研究高
效农业、“千斤粮、万元钱”相关工
作；先后到北小庄、会宁等乡镇，调
研体育小镇、德玉泉乳业等重点项目
谋划及建设等工作

15日 先后到李村、张宽、中
兴、钢铁等镇办调研指导拆迁清零
工作；先后到达活泉、泉西、团
结、中华等街道调研指导棚户区改
造、拆迁清零工作；调度项目“双
进双产”工作；调度城建重点工作
进展

16日 研究调度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进展及相关机制完善工作；督导推
进民生重点工程；研究“五未”土地
处置利用相关工作；参加市委主要领
导来区调研重点工作座谈；专题研究
市委主要领导来区调研重点工作有关

精神及落实举措
17日 研究推进重点企业帮扶工

作；专题调度汽车装备制造有关项目
进展情况；到区信访局约访部分信访
群众；专题研究空气质量“退倒十”
相关工作

18日 参加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到春蕾3D等企业调度
项目建设进度；专题研究重点企业帮
扶工作；集中研究落实市委主要领导
近期系列调研指示精神

19日 到南大郭镇部分地域调研
地摊经济相关工作；研究推进太行文
化小镇等重点项目有关工作；专题研
究国土空间规划等工作

20日 研究房地产领域遗留问
题调处工作；调度加快促进消费、培
育限上企业等相关工作；研究推进

“亩均论英雄”“千斤粮、万元钱”等
工作

襄都区委书记、区长 张学锋

围绕“三创四建”、项目“双进双产”、招商选资、经济运行、城市建
设、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通过专题调度、调研督导、现场指导等方式，
抓实抓细工作举措。

14日 专题调度城市建设工作推
进情况，安排部署“拆迁清零”、派出
所建设、土地盘活利用等重点工作；研
究推进项目建设、经济运行工作；安排
部署信访稳定、社会综治工作

15日 专题调度民生实事、信访
稳定、防贫防返贫等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巡视巡
察整改等有关工作；研究推进招商选
资和项目建设工作

16日 到华龙路、平安中学、
襄湾壹号幼儿园等地调研督导民
生 实 事 推 进 情 况 ， 现 场 解 决 重
点、难点问题；专题调度经济运
行、实绩考核等有关工作；安排
部署扶贫成效考核、防贫防返贫
机制建立等工作；与到访客商洽

谈项目推进事宜
17日 到顺德北小区、丰仓街、

东关社区、众佳智慧菜市场等地调研
督导省级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徒步巡
查发现问题并进行现场交办；安排部
署“十大专项行动”推进工作

18日 研究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
质健康发展工作；安排部署大气污染
防治、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

19日 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集中
分析研判，安排部署具体推进举措；
调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与到访
客商洽谈项目合作事宜

20日 到泉东办事处、晏家屯
镇、东郭村镇等地调研督导出入市口
和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工作；研究谋
划城建项目推进工作

任泽区委书记 李海林

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建项目建设、项目“双进双产”等重点工作，
采取现场督导、专题调度、实地踏查等方式，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14日 到大屯乡督导人居环境整
治、散乱污企业治理、拆违治乱等工
作；调度“亮剑2020”打击整治专
项行动

15日 调研“三包四帮六保五到
位”工作、“五未”土地专项整治工
作、“亩均论英雄”攻坚行动、小升
规等存量经济提质增效工作；研究部
署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6日 督导上半年踏查活动交办

问题集中攻坚行动开展；调度项目
“双进双产”“亩均论英雄”攻坚行动
和财政税收完成情况；调度“千斤
粮、万元钱”工作推进和第二届十字
花科产业大会筹备

17日 研究中心城市成长专件和
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18日 与河北康达养殖有限公司
就项目合作进行洽谈；研究调度全区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南和区委书记 李胜敏

通过调度调研、专题研究，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双进双
产”等重点工作。

14日 研究“十四五”规划和关
于打赢大气污染治理秋冬攻坚战和春
夏防御战工作实施方案；实地检查扬
尘防治“七个百分百”要求落实情况
和施工进展情况

15日 研究解决关于金融服务中
心大厦推进相关问题；调研家庭农场
和“千斤粮、万元钱”工作开展情况

16日 安排调度建设用地组卷报
批工作；到分包企业调度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

17日 与森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就宠物产业对接进行座
谈；研究“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

18日 信访值班，调度信访案
件；调度第四届南和宠物产业博览
会暨第一届宠物嘉年华直播节筹备
工作

19 日 督导调研创建文明城工
作；调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金
沙河电商大厦等10个项目设计方案
进展情况

20日 到邯郸市成安县、临漳
县参观考察

问题；到“小升规”企业实地调
研；参加鹰潭纳新汽车底盘零部件
生产项目签约仪式；调度信访工
作；出席农发行河北分行爱心捐赠
仪式；与省农发行对接金融支持项
目事宜；调度各乡镇“千斤粮、万
元钱”产业发展

18日 到群众工作中心接访；到
方正公司与中邢钢机合作项目基地、

克瑞森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调研，到
聚力环保项目现场暗访施工及环保措
施落实情况

19日 调度第三季度集中开工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北方钓鱼基地”
建设情况；到阎疃镇调度林下食用菌
发展

20日 参加扶贫小额信贷“百
日会战”推进工作

新河县委书记 李群江

围 绕 脱 贫 攻 坚 、 项 目 “ 双 进 双 产 ”、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 经 济 运
行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调研，专题调度部署，扎实推动各项重
点工作落地落实。

14日 安排部署脱贫攻坚、“三
创四建”等重点工作；调度招商选资
和项目“双进双产”工作；到滏东排
河、新河镇侯家庄村调研河道环境治
理和乡村振兴工作

15日 研究部署文明县城创建等
工作；专题调度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

16日 开展工业、城建、民生等
重点项目集中观摩拉练活动；参加县
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研究
部署“双代”工作

17日 与碧桂园集团就扶贫工作

进行座谈交流；专题传达学习中
央、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全县经济和营商环境等重点工
作，听取工作汇报及下一步工作安
排；安排重点工作推进暨干部作风
纪律提升工作

18日 调度重点企业安全生产
及环境保护等工作；研究部署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千斤粮、万元
钱”等工作

19日 安排调度秋冬季疫情防控
工作

20日 调度部署人才引进工作

广宗县委书记 高福纯

围 绕 脱 贫 攻 坚 、 招 商 选 资 、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 项 目 “ 双 产 双
进”、“三创四建”、人居环境整治、信访稳定、禁毒等重点工作，
实地督导调研，专题调度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4 日 赴民盟中央对接消费扶
贫、科技扶贫相关事宜

15 日 赴 中 国 供 销 合 作 对 外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接洽谈田园
综合体投资建设事宜；调度招商
选资工作；安排部署项目“双进
双产”工作

16日 调度项目“双进双产”、
招商选资重点工作；调度信访维稳重
点工作

17日 到件只乡便民服务中心
现场调研检查乡镇审批事项下放和

行政执法承接工作；调度“三创四
建”、项目“双进双产”、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

18日 安排部署经济运行重点工
作；到万达轮胎参加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调度禁毒、人居环境整治重
点工作

19日 调度脱贫攻坚工作；安排
部署招商选资重点工作

20日 调度招商选资、“三创四
建”工作；安排部署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

南宫市委书记 刘金宇

通 过 调 研 调 度 、 专 题 研 究 等 方 式 ， 强 力 推 进 项 目 “ 双 进 双
产”、大气污染防治、“创城”等重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措施高
标准落地落实。

14 日 到段芦头镇进行干部谈
话；研究调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15日 调度信访案件
16 日 到精强连杆有限公司调

研；调度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7日 调研企业运行情况；调度

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工作
18日 调度“三创四建”重点工

作指标运行情况；调度脱贫攻坚工

作，殡葬改革工作；调度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

19日 调度散煤管控和洁净煤保
供、“双代”工程进展等；研究建立
市级领导点对点服务企业制度

20日 到段芦头镇调研基层党
建、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
运行工作

威县县委书记 商黎英

赴辽宁开展招商选资；推进企业搬迁、中心城市建设、项目
建设等工作；调研人居环境工作；参加全市旅发大会和央视助农
直播推广活动。

14日—16日 带队赴辽宁沈阳、
葫芦岛、本溪等地考察招商项目

16日 协调企业搬迁事宜；参加
格局屏天下威县分院开学典礼

17日 研讨中心城市成长和项目
建设三个机制

18日 调研洺州镇、固献乡重点

工作；与到访客商座谈；研究城镇雨
污分流管网

19 日 调 研 第 什 营 镇 、 方 营
镇重点工作；参加市第四届旅发
大会

20 日 参加市第四届旅发大
会；参加央视助农直播推广活动

临西县委书记 王海军

围绕脱贫攻坚、“千斤粮、万元钱”、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
作，实地督导调研，专题调度部署，确保各项工作做实做细。

14 日 专题研究部署 PM2.5治理
工作；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到企业进行夜查

15日 到轴承大世界、餐饮饭店
检查PM10、PM2.5治理工作和环保设施
运行情况；研究部署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等方面工作

16日 调度部署全县实绩考核

工作；专题调度“千斤粮、万元
钱”工作

17日—18日 赴北京招商
19日 督导大气污染防治问题整

改情况
20日 先后到城区干道、建筑

工地和企业暗访扬尘治理和环保治理
措施落实情况

清河县委书记 王俊红

主要对重点项目建设、民生实事、旅发大会筹备、信访稳定
等工作进行安排调度；调研督导镇级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等工作；
参加第 27 届全国绒毛会议和第 27 届中国清河国际羊绒及绒毛制
品交易会。

14日 调度信访案件、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工作；调度招商选资、重点
项目建设、脱贫攻坚工作

15日 参加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调度旅发大会筹备工作；
安排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6 日 到葛仙庄镇、王官庄
镇、坝营镇、谢炉镇调研镇级纪检
监察组织建设；调度旅发大会进
展、“双代”工作；调度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

17日 现场调度泰山路贯通、羊
绒交易会筹备情况；调度城乡接合部
绿化提升工作

18日 调度信访工作；与年轻干
部座谈

19日 参加第27届全国绒毛会
议；观看年轻干部演讲比赛；调度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20日 参加第27届中国·清河
国际羊绒及绒毛制品交易会开幕式；
调度殡葬改革、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沙河市委书记 刘果芳

围绕旅发大会筹备、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采取现场督导、专题研
究等方式，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4日 到市大气指挥中心等地
督导检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到体
育公园、玻璃文化展馆等地督导旅
发大会筹备工作；暗访检查城区环
保措施落实情况

15日 实地督导检查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情况；安排部署亩均税收
提升、“三未”闲置土地处置等工作

16日 到玻璃文化馆等地现场督

导旅发大会筹备工作；现场督导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工程进度

17日 到红石沟等地督导旅发大
会筹备工作；实地督查暗访扬尘管控
措施落实情况及河砂盗采治理情况

18日 参加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督导旅发大会筹备工作

19日—20日 参加邢台市第四届
旅发大会相关活动

内丘县委书记 张辉

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研究推进经济运行、招商选资、项
目“双进双产”、污染防治、“三创四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等重点工作。

14日 与县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
座谈交流；调度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5 日 调度经济运行、招商选
资、项目“双进双产”、污染防治、脱
贫攻坚、城镇建设、“三创四建”等重
点工作

16日 研究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17日 调度信访稳定和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18日 调度招商选资工作；研究
调度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19日 到县工业园区开展重点企
业帮扶工作

20日 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隆尧县委书记 郑传记

实地查看、督导“三城”同创工作；研究推进“亩均税收”、文化旅
游、大气污染防治、招商选资和项目“双进双产”等重点工作。

14日 实地查看督导“三城”同
创工作；研究“亩均税收”工作

15日 与来隆客商座谈；研究全
县文化旅游工作；研究政法工作

16日 会见中青旅考察团，并组
织召开文旅康养小镇项目交流座谈
会；研究三厦公司上市工作；专题调
度县体育馆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17日 参加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研究巡察、意识形态、
泜河桥梁建设等工作；研究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

18日 研究招商选资和项目“双
进双产”工作

19日 研究文明城创建和城市拆
违工作

20日 研究食品特色小镇建设、
全民增收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柏乡县委书记 张士民

重点围绕项目“双进双产”、招商选资等工作，通过现场调研、专题调
度等形式，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14日 审议领导干部分包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等相关文件，调度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

15日 调度招商选资、项目“双
进双产”工作；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工
作；调研“千斤粮、万元钱”工作

16日 与西安缤纷康养负责人一
行座谈，研究推动国家级康养中心项
目；与河北泰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河北省天然植物香料产业技术研
究院负责人一行洽谈建设花椒精油项
目；到泛金建材等企业进行调研

17日 与伟光汇通公司洽谈特色
小镇建设相关事宜

18日 研究打造乡村振兴环路建
设事宜；参加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专题调度项目“双进双
产”工作

19日 调研乡镇机构运行工作；
到北京与柏乡籍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
李胜素洽谈建设李胜素大剧院事宜

20日 与柏乡籍医疗界专家进行
座谈，商谈打造国家级医疗特色专科
事宜

宁晋县委书记 唐树元

紧紧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双进双产”、重点城建项目推进、重大
活动筹备等重点工作，通过一线督导、专题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4日 专题调度“抓党建、防疫
情、促脱贫、保小康”暨发展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现场会筹备工作；研究推
进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15日 调度推进“千斤粮、万元
钱”和项目“双进双产”工作

16日 参加“四位一体”农业生
产经营新模式推广启动仪式；研究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17日 实地督导调研项目推进

情况
18日 研究推进招商选资、招才

引智等重点工作；进一步研究推进大
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工作

19日 重点调度亩均税收提升、
土地盘活利用、重点项目推进等相关
工作；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相关工作

20 日 进一步研究推进“抓、
防、促、保”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现场会筹备等工作

巨鹿县委书记 孙保祥

调度各乡镇“千斤粮、万元钱”推进情况；就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五未地”处置、重点项目、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进行研究
调度；到泰然、巨腾家具等项目现场办公；与客商洽谈总部经济、
汽车零部件生产等项目。

14 日 到泰然农业园区现场办
公，调度推动项目；调度政法、平安
建设工作；与客商洽谈总部经济项目
落地事宜；与某军代局局长洽谈项目
合作

15日 研究脱贫攻坚、人居环境
等工作；专题分析7月份实绩考核情
况；与客商洽谈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
项目；到巨腾智慧家居等5个项目现

场办公
16日 传达市委主要领导指示精

神，研究项目“双进双产”等工作；
调度县医院医学教学基地建设；实地
调研富硒金银花水生产线；与中国科
学院种子创新研究院沟通共建循环农
业试验示范基地事宜；与省统计局相
关负责人交流农村统计工作

17日 研究项目和企业需要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