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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宁晋县颐和明珠小区，反诈中心的民警正在为小区居民讲解电信网
络反诈知识，提高群众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张明明 赵一婕 摄）

本报讯（记者周林）日前，记者
走访市区餐饮行业时注意到，各家餐
饮单位都能积极参与“光盘行动”，积
极引导和提醒消费者点餐适量，“吃多
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并主动为
顾客提供公筷公勺，倡导践行文明餐

桌行动。
在开元北路一家餐厅，店门口分

别设有扫码测温处，在收银台和大厅
的餐桌上都摆放着使用公筷公勺宣传
牌。正在就餐的一位市民表示，“在外
就餐用公筷公勺，可以避免一些病毒
的交叉感染。公筷公勺，守住的是

‘舌尖上的健康’。”

文明餐桌引领新“食”尚

本报讯（记者张明明 通讯员
许庆常 朱凤博）“眨一眨眼、张一张
嘴、摇一摇头……老大爷，您的养老
保险认证通过了。”

“闺女，你可帮了我大忙了，要不
养老金就要停了！”近日，南宫市北胡
村胡德刚老人对前来帮他完成认证
的代办员说道。

连日来，该市北胡办组织各村代
办员为需要养老保险认证的残疾、卧
床、高龄等特殊群体进行上门服务。
目前，已为131位老人进行了养老认
证，并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社保问
题，讲解相关社保政策，把温暖送到
了群众心坎上。

这也是该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
就近办、网上办、自助办提升工程，提

升乡村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带来的
新变化。

优化完善政务服务事项，推进乡
村事项“就近办”。该市全面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赋权下放，将198项政
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乡村两级综合
政务服务大厅（服务站）办理，并
将供电、供水、供热等服务项目纳
入目录管理，逐步进驻村 （社区）
综合服务站办理。目前，37项村级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不出村”就能
办成、能办好。同时，积极开展帮
办代办服务，将涉及政策咨询、技
术培训、证明出具、快递代收代发
等100条内容的村级服务事项，全
部纳入统一的村级帮办代办事项通
用目录，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兼

任代办员，积极为群众提供全流程
“保姆式”的帮办代办服务，真正把
服务做到百姓心坎上。

努力提升事项网办率，推进乡
村事项“网上办”。该市依托河北政
务服务网和“冀时办”移动端，充
分利用统一入口、统一身份认证、
电子证照与数据共享等技术支撑，
推进乡、村事项的网上申报和办
理，提升乡村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目前，该市已通过“河北省政务服
务事项管理平台”，认领乡村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14549项，并全部开通
网上办理功能和发布至河北政务服
务网（南宫站点），乡村两级认领事
项网办率达到100%，群众通过网上
渠道即可提交材料，足不出户就可以

办理相关事项。
积极建设智能服务终端，推进乡

村事项“自助办”。该市统筹推进全市
政务服务智能终端标准化、集约化建
设，全面整合市场监督管理、人社、税
务、医保等领域涉企涉民事项，分批
推进高频服务接入政务服务智能终
端，实现自助办理。目前该市行政审
批局联合建设银行，建立了“综合服
务站+裕农通”服务模式，在407个村
建立“裕农通”服务点，其中，212个村
综合服务站和30个村便民超市安装
了“裕农通”政务服务一体机，村民足
不出村便可享受政务服务、金融借
贷、电商快递、费用代缴等便民服务。
截至目前，已为9.5万余群众提供服
务35万余件次。

就近办 网上办 自助办

南宫市：政务服务进乡村 便民服务零距离

近日，隆尧县隆尧镇东甫村
一处绿荫如盖、花香四溢的农家
院里，院主人正在庭院中与家人
共度休闲时光，演绎出一幅美好
幸福的生活场景。

近年来，隆尧县积极引导农
村家庭创建“美丽庭院”，倡导绿
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改
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乡村。目
前，该县已创建美丽庭院82677
户，精品庭院25941户。

（成梅 陈昊 摄）

美丽小院

幸福家庭

聚焦医疗保障领域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以“让群众看好
病、少花钱、少跑腿”为目标，推
动多项便民惠民举措不折不扣落地
落实；不断提升医保服务保障能
力，大力纾困因病致贫返贫户，

“一人生病，拖累全家”正逐渐变
为“一人生病，多方保障”；村级
卫生室全覆盖，提升村医待遇，强
化村医能力培训，逐渐丰富村级医
疗服务内容……近年来，我市多管
齐下，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省
钱，获得感不断增强。

多项便民举措 让群众少跑腿

来自张家口的张先生在市人民
医院看病时，直接刷了自己的医保
卡，不用事先备案。“我患有高血
压，每个月要跑医院好几趟。现在
免备案，可以直接刷卡，不用再跑
来跑去，非常方便！”

去年，我市参保人员在河北省
内所有已开通异地就医住院、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
零售药店就医购药，均无需备案，
均可实现直接报销结算。提高省内
异地就医报销待遇，在省内异地就
医住院时，报销标准执行邢台政
策，按照该市同级别医疗机构标准
报销。也就是说，在省内其他地市
二级医院就诊，报销比例与在邢台
二级医院就诊报销比例完全一样；
在省内其他地市三级医院就诊，报
销比例与在邢台三级医院就诊报销
比例也完全一样。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个人账户费用均可直接报
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省内定点
零售药店均可使用，真正实现了省
内就医“无异地”。

此外，我市为方便参保患者及
时申请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

全面实施网上随时申报、医疗机构
网上评审认定的新模式。现在申请
门诊慢（特）病只需要关注“邢台
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随时
可在网上提出申请，医疗机构实时
认定，并可通过网络查询认定进
度。同时，保留线下申报渠道。

我市全面推行医保电子凭证。
医保电子凭证是一种更为便捷的就
医购药扫码支付模式。参保人员可
以直接通过国家医保 APP 或者微
信、支付宝，自助进行人脸识别认
证后激活使用，也可在定点药店扫
码激活使用，一人一码。在看病购
药过程中只需扫码进行医保身份确
认，即可完成医保支付，实现“一
分钟结算”。

同时，我市积极探索门诊慢
（特）病网上购药。预计年底前可
实现门诊慢 （特） 病患者网上购
药。届时，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疾病
和城乡居民门诊慢性病参保患者，
将实现在线复诊开放、电子处方流
转、医保在线支付、定点医药机构
药品配送等全流程购药服务。

医疗保障保底线 让群众少花钱

2020年，家住巨鹿县工业园区
西韩庄村的李会金反复出现流鼻
血、头晕等症状，被确诊为尿毒
症，并一直住院治疗。2020年至今
住院花费了28万多元，除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个人仍
需支付6万元，给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

巨鹿县医疗保障局通过医保系
统对城乡居民医疗费报销数据进行
监控筛查，发现李会金的情况后，
及时向工业园区工作人员、西韩庄
村委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并通过
县防贫系统上传该户信息，最终经

过医疗救助后，个人自付为8千多
元，极大减轻了她的生活压力。

“多亏了医疗保险，才不至于
把这个家拖垮，现在村里也将我纳
为突发严重困难人口、农村低保对
象，时时帮助我，太感谢政府
了。”李会金激动地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像李会金一样
的救助对象，巨鹿县紧紧围绕决不
让一名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这一目标，着眼精准、强化
协作，不断提升医保服务保障能
力，通过医保系统大数据比对，设
置防贫预警线，动态监测“疑似”
人口，精准锚定医疗救助认定资格
及救助额度，做到了早发现，早救
助，早落实。在落实“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和“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
障等特惠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加大
直接救助力度，落细门诊慢性病、
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精准对接因
病造成家庭困难的人员保障需求，
做到“小病没负担，大病有兜
底”，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截至4月底，巨鹿县符合医疗
救助条件的有7284人次，医疗救
助基金支出1774.4万元。该县积极
探索致贫返贫预警处置新措施，大
胆尝试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保
障新举措，用“真举措、真投入、
真付出”阻断群众“因病致贫返贫
之路”。

村级卫生室全覆盖 让群
众就近就医

“血压有点高，平时一定要按
时吃药啊！”在南和区和阳镇三张
村卫生室内，村医郝静波给张巧月
测量完血压后叮嘱，“饮食可以再

清淡点。”
几年前，张巧月突发脑出血，

虽然恢复健康，但仍有后遗症需要
长期护理。通过郝静波的健康管
理，她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我
每次来，郝医生都很热情，老是麻
烦他。”张巧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三张村卫生室是一处修葺一新
的平房，设有诊断室、药房、治疗
室等。记者看到，诊室里放置有医
生办公电脑和听诊器、血压仪、血
糖仪等常用医疗仪器；治疗室里安
装有健身器材和两张病床；药房虽
小，但治疗日常小病和慢性病的药
物都有。宽敞舒适的标准化卫生室
环境，不仅给村民带来了舒适、温
馨的诊疗环境，而且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有了“医靠”。

村里患慢性病的老人多，郝静
波经常上门给村民看病和检查身
体，及时病患身体情况。他介绍，
卫生站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
行零差价销售，“以前，村民有什
么病都想着去县城或者市里看病。
现在，他们的常见病和慢性病在村
卫生室就可以解决，还能享受更高
的报销比例。”

目前，全市通过一体化管理，
实现了村室村医行政村全覆盖。按
照每个行政村至少要有一个标准化
卫生室和一名村医的原则进行定岗
定员，全市 5152 个行政村，共有
5470所村卫生室和6778名村医纳
入“十统一”管理。同时，村级卫生室
的水、电、暖、气、网络、医废处理、医
疗责任保险等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自从施行‘乡村卫生一体
化’管理以来，我们统一由乡镇卫
生院聘用，签订聘用合同，为我们
办理了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给
我们这些乡村医生吃了一颗‘定心
丸’。”郝静波说道。

近年来，我市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建设，基层诊疗水平逐步提高，多项
惠民便民措施落地落实——

看病少花钱 就医更方便
本报记者 张明明 通讯员 李振胜 杨炀

本报讯 （记者张明明 通讯员
焦俊菱 苏彬娴）“一路走来，真是
跌跌撞撞，多亏帮扶创业好政策，我
也要帮助乡亲们实现致富梦。”平乡
县寻召乡霍流渠村的霍贵勇发展肉牛
养殖，每年帮助农民增收10多万元，
还为6名困难群众在养殖场安排就业
脱了贫。

搞养殖，技术是关键。2015年 6
月，霍贵勇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引进
了西门塔尔牛，专门聘请了一位畜牧
兽医进行驻场指导，学习如何优种优
育、科学饲养、杂交繁育，并每年从
东北引进新品种，进行代系更新，提
升巩固优质肉牛品种。2017年，霍贵
勇的养殖场被命名为邢台市肉牛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

据霍贵勇介绍，养殖场成立于
2015 年，占地近 30 亩，饲养品种为

西门塔尔优质改良牛，目前存栏100
头，6 名困难群众在养殖场实现就
业，2017 年被命名为邢台市肉牛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养牛 7 年，这不
仅让霍贵勇脱了贫，还带动了村民
致富。

近年来，平乡县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以寻召乡为中心，采取政
策扶持、龙头带动、技术服务等措
施，在全县推行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建立全程技术管理跟踪服务机
制，帮助养殖户与畜牧专家结成技
术帮扶对子，定期开展现场服务，随
时进行线上指导，指导群众因地制宜
发“牛财”。

目前，平乡县肉牛产业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肉牛存栏量 1 万头，
总产值近2亿元，千余名群众依靠肉
牛养殖产业链实现增收致富。

平乡县

牛产业带领群众发“牛财”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霍学楷 苏彬娴）国家邮政局统计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市邮政行
业业务总量完成 10.24 亿元，同比
增长63.12%；业务收入完成8.40亿
元，同比增长 45.15%。其中，快
递业务量完成1.16亿件，同比增长
68.24%；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93亿
元，同比增长 50%。虽然受疫情

影响，但一季度我市快递业务量
依然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亿件
大关，并且四项主要发展指标增
速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再创历史
新高。

据介绍，一季度我市邮政快递
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
三方面因素：电商促销带动快递业
务量增长、寄递企业春节不打烊保

障行业持续运行以及行业服务特色
产业项目成效显著。在“2022 年
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 （1月 10日
至 2 月 7 日），我市邮政快递企业
多举措保障产品寄递需求，累计
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达 6403 万
件。市邮政管理局积极引导各寄
递企业节日期间“不休网、不拒
收、不积压”，为群众“就地过

年”保驾护航，春节业务规模高速
增长。春节期间（1月31日至2月6
日），全市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
递快递包裹 315 万件，同比增长
107%。此外，一季度全市邮政快递
业服务特色产业累计完成快递业务
量0.74亿件，实现业务收入3.14亿
元，支撑产业产值63.07亿元。

据悉，一季度，消费者对我
市 快 递 企 业 服 务 满 意 度 为
99.41%，较去年同期提高 3.47 个
百分点。

一季度我市快递业务量完成1.16亿件

本报讯 （记者周林 通讯员
赵志广 曹鸿飞） 连日来，随着夜
幕降临，市城管局综合执法支队直属一
大队张锁和队员们停驻在车站南路的
烧烤门店前，指导烧烤门店服务人员在
店外的小饭桌下规范设置防潮隔油垫
和垃圾容器。

据悉，4月份以来，市城管局综合
执法支队坚持“执法+服务”两手抓，积
极探索事前引导、事中监管、事后跟进
的全过程管理模式，为规范市容秩序和
发展“夜经济”保驾护航。

事前引导，劝导商贩进线入市。市
城管局综合执法支队市场疏导街的便
道以上统一划线，让出盲道、停车泊位

和消防通道，规定经营时间和经营范
围，引导商贩在线内规范经营，并督促
商贩落实环境卫生责任。事中监管，及
时规范经营行为。市城管局综合执法支
队多次组织高峰期集中整治行动，对未
按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店外摆
放、游商等市容乱象进行集中“体检”，
确保城市“大动脉”畅通。事后跟进，完
善末端管理环节。夜查中队延长时限，
错时执法，对重点、易反弹点位重点盯
守完善末端管理环节，最大限度避免夜
市撤摊后带来的地面污秽等负面影响。

4月份以来，累计出动人员430余
人次，车辆180辆次，规范经营秩序220
余件。

市城管局

“执法+服务”护航城市“夜经济”

本报讯（记者周林 通讯员
胡明亮）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
我市是全国16个清理规范林权确权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试点地区之一，信都
区率先在全市开展此项工作，已完成
数据整合和数据入库工作，并出台林
权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解决办法，有
效解决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信都区已将林权类各项不
动产登记纳入日常工作范围，共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82宗，办理林权登记17
宗，面积 0.78 万亩，办理抵押登记 42
宗，为企业融资1.5亿。

据悉，信都区总面积 1941平方公
里，山场面积占总面积的70%以上，是
林业大区。通过对每一宗林权登记数
据的检查，发现原林权登记档案存在

登记信息前后不一致、登记信息缺失、
宗地图缺失、四至标注不明确、有宗地
图无坐标信息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该区确定了数
据整合以内业为主、外业为辅的工
作思路。经过数据的坐标转换、图形
配准矢量化、图形检查、现场核实等
步骤，信都区完成了 1635 个地块林
权登记属性数据的录入和图形数据
的矢量化，建设了林权历史登记数
据库。

同时，该区制定《信都区林权类不
动产登记操作规范》，建立林权登记制
度，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理清了林
权类不动产首次、变更、转移、注销等
申请材料清单，使林权登记工作更加
规范化。

信都区

清理规范林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一线探民生· 就医篇

防范电信诈骗

文 明 餐 桌

本报讯 （记者张明明 通讯员
邢春悦） 近日，由市人社局牵头，与
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总工
会联合举办的邢台市民营企业招聘月
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以“就在民企、职在未来”
为主题，设置了网络招聘会、就业政策
宣传、职业技能提升三大板块。其中，网
络招聘会于4月27日至5月27日在邢
台人才网及19个县（市、区）人社局官
方网站举办，将组织全市150家用人单
位参会，共发布3000个就业岗位。招聘
月活动开展期间，将集中宣传就业政

策，开展职业指导和就业推荐服务，促
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
就业；开设职业技能提升学习平台，为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
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技能提升服务。

我市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
用人单位均可免费报名参会。求职人员
可于4月27日至5月27日登录邢台人
才网、“邢台市就业服务局”微信公众号
活动专栏查询招聘信息，有应聘意向的
求职者可直接与企业联系投递简历、应
聘面试。

我市启动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
共发布3000个就业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