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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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20日）主要工作

本专栏稿件由记者 闫丽静 孙建伟 路英俊 整理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兴连根
围绕推进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和疫情防控、清理规范资源能源项目、经

济运行督导、包联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等工作，完善举措，夯实责任，持续推动各
项重点工作加快落实。

14日 研究清理规范资源能源项
目；研究分析1—8月经济运行情况、
三季度和全年主要经济指标；专题研
究邢台市全社会用电量情况

15日 组织第一批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试点申报方案答辩评审；组织实
施市领导包联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问
题解决推进月”活动；研究制定设立
企业高质量赶超发展奖暂行办法

16日 研究贯彻落实“六稳”“六
保”和疫情防控等政策；调度重点项

目核查工作；与南方国际科技公司探
讨建设教育科技产业园事宜

17日 研究制定企业全生命周期
包办帮办服务办法及经济指标落后追
责问责办法；安排与湖州市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

18日 谋划开展市领导经济运行
督导指导活动；组织开展政策性粮食库
存检查和问题整改“回头看”专项行动；
研究全市经济运行和重点任务完成情
况；推进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李建强
调度安排高校新生入学、高中校长外出学习等工作；组织公益助学、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等活动；陪同深圳南方国际集团高层来邢考察教育工作。
14日 调度安排高校新生入学、

高中校长外出学习、专项教育活动等
工作；组织公益资学活动

15日 协调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
展相关事宜

16日—17日 陪同深圳南方国际
集团高层来邢考察教育工作；举办旅
发大会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

18日 安排全市学前教育普惠优
质健康发展工作；研究教育重点工作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占平
调度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安排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和市

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绩效评价整改等重点工作。
14日—15日 研究京津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项目；指导企业参加省创新
创业大赛；安排参加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

16 日 调度对各县 （市、区）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平台、园区基
地等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数

据核对工作
17日 参加省山区科技创新中心

在内丘岗底村开展的苹果秋季管理培
训；调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和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

18日 指导省自然基金医药联合
基金第二批项目申报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彦更
统筹抓好工业经济运行、“亩均论英雄”改革、“三未”土地处置工作；安排

部署退城搬迁、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
14日 安排部署退城搬迁工作
15日 督导清欠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账款工作；部署县域特色产
业工作

16 日 安 排 落 实“ 一 主 三 覆

盖”工作
17 日 赴南宫调研工业经济运

行、“亩产论英雄”改革工作
18日 部署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两节期间安全生产等工作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王英刚
调度推进市区新建派出所建设；做好旅发大会安保工作；调度大气污染治

理、疫情防控等工作。
14 日 调 度 旅 发 大 会 安 保 工

作；研究市局机关日常规范管理
工作

15日 安排重大警卫安保任务；
调度推进市区新建派出所工作；调度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16日 调度指挥重大警卫安保任
务；研究调度公安实绩考核和“亮剑
2020”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17日 研究安排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等工作

18日 调度旅发大会安保工作；
调度指挥重大安保警卫任务；研究公
安政保工作

19日—20日 实地指导旅发大会
安保工作；安排做好疫情防控大数据
研判推送工作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葛兴敏
督导社会救助工作，专题研究“三创四建”工作，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调度市新殡仪馆建设工作；推进全市养老工作。
14日 督导社会救助工作，有效

保障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5日 专题研究“三创四建”工

作，细化措施，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16日 调度市新殡仪馆建设工作
18日 推进星级养老机构抽检问

题整改、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遗留问题
解决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 赵广军
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任务。

14日 研究迎接省“七五”普法
验收准备工作

15 日 进一步推进“无证明城
市”创建工作

16日 沟通协调守敬公证处机构

改革问题
17日 对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情况开展“回头看”
18 日 调 度 推 进 立 法 审 查

工 作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郭路芳
研究调度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研究落实“六稳”“六保”和疫情防控等政

策情况“回头看”工作；调度财政直达市县基层资金惠企利民工作。
14日 研究解决部分重点项目建

设所需资金问题
15 日 调度三季度主要经济指

标；研究充实社保基金相关事宜
16日 赴巨鹿县调度脱贫攻坚驻

村帮扶工作
17日 研究落实“六稳”“六保”和

疫情防控等政策情况“回头看”工作
18日 调度财政直达市县基层资

金惠企利民工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司国亮
调度就业促进工程、城镇新增就业、“六稳”“六保”和疫情防控等政策落实情

况、促进全民增收三年行动计划等工作；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就业扶贫“回头看”。
14日 安排“三支一扶”计划招

募笔试考务工作；调度市委、市政府
各项重点工作

15 日 安 排 脱 贫 攻 坚 就 业 扶
贫“回头看”；组织第二届全国技
工院校教师职业技能大赛河北省
选拔赛

16日 调度就业促进工程和城镇
新增就业工作

17日 调度“六稳”“六保”和疫
情防控等政策落实情况；研究稳就业
保民生工作举措

18日 研究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健
康发展举措；调度促进全民增收三年
行动计划推进和区划调整后续工作落
实情况

19日 巡视一级建造师、卫生专
业技师资格考试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 顾鹏图
安排部署重点项目组卷报批、工业项目用地和“标准地”供地事宜；调度违

法用地整改、地热问题整改等工作，确保完成任务目标。
14日 安排部署重点项目组卷报

批工作
15日 调度违法用地整改工作
16日 推进工业项目用地和“标

准地”供地事宜

17日 研究重点项目搬迁用地事宜
18日 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健

康发展相关工作
19日 研究相关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变更事宜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立宁
强化调度，精准管控，依法监管，全力抓好大气、水、土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14日—15日 调度工业废料废
液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印发 《邢
台市空气质量“退后十”方案》；
调度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组织
开展汽修行业、餐饮行业专项执
法检查行动

16日—17日 组织对重点区域涉
气企业进行排查；调度重点流域水生
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点编制

工作；调度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
编制工作；开展危险废物污染执法检
查专项行动

18日 调度污水处理厂建设及提
标改造工作；督导生态环境监管正面
清单核查工作

19日—20日 指挥调度大气污
染防治管控；专题研究扬尘污染防治
管控措施及问责办法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 周宝战
部署老旧小区改造、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中心城市成长等工作；检查拆

迁清零、市一中新校区项目建设等工作。
14 日—15 日 部署优化营商环

境、信访稳定、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等
工作；部署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小区
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16日—17日 部署中心城市成长
行动有关工作；实地检查市一中新校
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调研检查棚户

区（城中村）“拆迁清零”工作
18日 部署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

涉及城中村有关工作；研究推进火车
站广场改造有关事宜

19日—20日 研究物业管理工
作；调度推进城建工程建设、城市经
济发展等工作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康现芳
聚焦当前重点工作（工程），通过广泛动员部署、细化工作举措等，确保

各项工作抓紧抓实。
14日 部署城市管理工作；研

究进一步加强“门前五包”制度的
实施意见；安排开展法律知识竞赛
活动

15日—16日 组织省住建厅专家
调研指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赴
邯郸参加省第四届（邯郸）园林博览
会开幕式；部署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迎检筹备工作

17 日 调度部署全市空气质量

“退后十”城管系统管控工作和全市
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工作；赴石家庄
参加省雨污分流改造工作调度会，对
接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

18日 调度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
流改造工作

19日—20日 现场推进“拆迁
清零”和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工作；
督促建筑垃圾综合再利用项目建设进
度；督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明新
安排部署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整治、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排放专项整治、城

市出入口及沿线两侧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
14日—15日 研究组建邢台交通

建设集团有关事宜；安排铁路沿线环
境安全整治工作

16日—17日 安排重型柴油货
车尾气排放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城市出入口及沿线两侧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

18日 安排做好配合经济责任审
计有关工作；赴省国土厅协调邢台机
场项目占地事宜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 张忠良
围绕河长制、河湖生态补水、农村生活水源置换、大沙河综合治理等工

作，通过专题部署、现场调度等方式，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4日—15日 研究河湖生态补水

工作；专题检查农村生活水源置换工
程进展情况

16日—17日 研究实施大沙河综

合治理工程；调度河长制工作
18日—19日 加快推进大陆泽、

宁晋泊蓄滞洪区防洪工程与安全建设
项目进展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尹雪峰
调度我市农业农村“十四五”规划谋划、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工作；到

邯郸市学习特色产业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验。
14日—15日 研究城乡接合部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调度农业农村“十
四五”规划谋划工作

16 日—17 日 调度高标准农
田项目建设工作；到邯郸市学习

特色产业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经验

18日—19日 研究市级村股份经
济合作示范社评选标准；调度农民丰
收节相关活动筹备工作

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明虎
围绕秋冬季森林防火、湿地管理及违规占用林地整治、城乡接合部绿化

整治等工作，采取研究部署、实地调度等方式，确保取得实效。
14日 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周一

夜学”活动
15 日—16 日 配合省林草局

在我市开展全省经济林栽培技术
培训及调研观摩活动；就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与省林草局调研指导
组进行座谈；到信都区、沙河市

调研核查湿地管理及违规占用林
地整治工作

17日—18日 安排部署城乡接合
部绿化整治有关工作；部署秋冬季森
林防火工作

19日—20日 参加邢台市第四
届旅发大会相关活动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雪峰
围绕项目“双进双产”、招商选资等工作，通过专题调度、实地调研等方

式，推动取得实效。
14 日 调度全市项目“双进双

产”第12次例会筹备工作
15日—17日 随市领导赴昆山、

南通和上海考察，深入好孩子集团、
中南集团及挪宝新能源集团等企业考
察对接，并与江苏河北商会部分企业

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18日 参 加 邢 台 市 —— 湖 州

市 对 接 洽 谈 暨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签
约仪式

19日—20日 赴沙河市参加邢
台市第四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戴书军
组织并成功举办邢台市第四届旅发大会。大会共举办主要活动9项，谋

划重点观摩项目9个。
14日—15日 部署旅发大会筹备

工作，了解局机关各筹备工作组与沙
河市、各市直单位对接情况，工作开
展情况，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16日—17日 审查旅发大会文化
旅游宣传片、文化旅游推介片；调度

“决胜全面小康、旅游扶贫攻坚”演
出组织筹备工作；赴沙河市检查筹备
工作进度，按时间节点、工作流程逐

一进行推演
18日 赴沙河实地检查大会主会

场，红石沟休闲生态农场、渡口川文
化景观带等观摩项目现场，确保不出
问题

19日—20日 参加邢台市第四
届旅发大会开幕式暨文化旅游推介
会；参加邢台市第四届旅发大会项目
观摩活动和全市旅游工作推进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安建波
围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建设、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落实等工作，

压实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14日—15日 安排部署中医药传

承创新大会组展布展工作
16日 专题研究推荐评选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工作

17日—18日 专题调度我市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建设工作

19 日 — 20 日 专 题 调 度 医
疗 卫 生 行 业 综 合 监 管 制 度 落 实
工 作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同修
持续调度推进各县（市、区）示范型服务中心（站）创建、就业创业、移交

安置、治理体系创新等退役军人事务重点工作。
14日—15日 传达学习落实市委

主要领导来局调研、省第十督查组来邢
调研指示精神，研究具体贯彻落实意见

16 日—17 日 对相关县 （市、
区）进行约谈调度，压实县乡党委、
政府责任；研究推进示范型服务中心
（站） 创建、就业创业、移交安置、

治理体系创新等重点工作
18日 调度各县（市、区）及相

关部门，对退役军人重点工作进行再
安排再部署

19日—20日 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全部下沉基层一线；参加欢送新兵
入伍仪式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宋泽民
14 日 — 18 日 赴 石 家 庄 参

加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组 织 的 全 省
市 县 两 级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专
题 培 训 。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万双
组织全面推进新增财政资金专项审计工作；研究部署尽责审计问题整

改工作。
14日 研究新增中央直达资金审

计全覆盖工作
15 日 到临西县调研审计系统

“五个一”专项活动和财政直达资金
审计工作

16日 研究经济责任审计问题整

改工作
17日 听取对市交通局经责审计

前期工作情况和实施方案汇报；安排
部署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审计工作

18 日 调度新增财政资金审
计工作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陈铭皋
统筹抓好国企整合重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六稳”“六保”

等工作；研究市国资委2020年指导监督各县（市、区）国资工作计划。
14日 听取市级国有企业整合重

组工作进展汇报，研究解决工作推进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16日 听取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

17日 研 究 市 国 资 委 2020 年
指导监督各县 （市、区） 国资工

作计划，做到早谋划、早部署、
早落实

18日 研究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工
作，细化工作方案和举措，完善工作
体制机制，确保周密有序推进

19日 到保安公司督导调研“六
稳”“六保”工作

市政府食安办主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柳金钟
部署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旅游景区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检”工作；安排

对月饼、乳制品、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进行专项检查。
14日 部署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旅游景区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检”工作
15日 调度《“食药安全 诚信

河 北 ”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完成情况；调度第四届旅发大
会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工作

16日 与省局工作督导组研讨我
市药械安全监管工作；研究市场监管
系统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17日 安排对月饼、乳制品、肉
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进行专项检查；
调度全市市场监管领域案件查办工作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邱世勇
陪同省体育局主要领导到信都区体育馆、沙河市和南和区滑冰馆、内丘县雪

岚全民健身中心进行观摩，并在全省全民健身重点工作现场会上作典型发言。
15日 部署邢台市武术套路锦标

赛筹备工作
16日 就全省全民健身重点工作

现场会需要观摩的信都区、沙河市、
南和区、内丘县点位进行再次部署，
并就我市汇报专题片进行再次修改

17日 陪同省体育局主要领导及

参加全省全民健身重点工作现场会人
员到信都区体育馆、沙河市和南和区
滑冰馆、内丘县雪岚全民健身中心进
行观摩，并在全省全民健身重点工作
现场会上作典型发言

18日 到园博园督导市级气膜滑
冰馆建设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韩志强
专题研究我市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督查反馈问题对照整改工作；部署

扶贫小额信贷“百日会战”工作。
14日 研究落实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相关工作
15日 专题研究我市2020年国

家脱贫攻坚督查反馈问题对照整改
工作

16 日 组织力量对各县 （市、
区）及市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

组相关成员单位上半年实绩考核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核验

17 日 安排部署扶贫小额信贷
“百日会战”工作

18日 组织开展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使用管理情况“回头看”工作，并
形成专项报告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亚茹
研究建立地方金融组织行政审批与监管会商协调工作机制；筹备金融机

构“访千企走万户”活动；组织金融支持高质量赶超发展县（市、区）局专题培训。
14日 调度本月金融机构信贷投

放工作
15日 组织金融机构协调邢钢搬

迁中的融资问题
16日 研究建立地方金融组织行

政审批与监管会商协调工作机制
17日 开展9月份防范非法集资

集中宣传；筹备金融机构“访千企走
万户”活动，进行中小微企业信贷政
策宣讲

18日—19日 组织金融支持高
质量赶超发展县 （市、区） 局专
题培训；安排部署金融系统扫黑
除恶工作

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瑞峰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无证明城市建设，进

一步精简审批材料。
14日—15日 参加全省政务服务

改革工作座谈会。就互联网+政务建设
等工作与省办领导、其他地市交流经验

16日 安排部署互联网+政务建
设有关工作，积极推进市级使用的各
专网进行分类型整合

17日 研究“放管服”改革、无

证明城市建设有关工作，参照外地市
先进做法取消社会组织负责人政审证
明材料，进一步精简审批材料

18 日 研究贯彻落实“六稳”
“六保”有关工作，对贯彻落实和疫
情防控等政策情况开展“回头看”，
积极总结典型经验做法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建鑫
调度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推进“四位一体”基金监管体系建设；安排长期

护理险护理员培训工作。
15日 调度医保基金监管工作，

推进“四位一体”基金监管体系建
设，安排下一步飞行检查工作

16日 研究全民参保计划推进措
施，并向部分县（市、区）征求意见建议

17日 安排长期护理险护理员培
训工作，提升护理技能，提高护理服
务质量

18日 研究推进门诊慢特病信息
化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