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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加急 冀办传 〔zO15〕 92号 冀机发 /处 冫 号

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切实做好 ⒛16年元旦春节期间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 县 (市 、区)党 委和人 民政府 ,省 直

各部 门,省军区政治部 ,武 警河北省总队政治部 ,各人 民团体 :

为切实做好 ⒛16年元旦、春节期 间各项工作 ,确保全省人

民度过欢乐祥和 的节 日,根据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 好 2016年 元 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 的通知 》 (中 办发 电

〔2015〕 48号 )要求 ,经 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切实保障群众特别是因难群众生活需求。各地各部 门

要统一安排部署 ,认 真摸清底数、核实情况 ,集 中开展走访慰

问、对 口帮挟、专 项 救 助、送 温 暖等 活 动 ,关 心 群 众 疾 苦 ,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切 实把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 暖送 到群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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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上。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践行
“三严三实

”
要求 ,进 一步增强

群众观念 ,改进工作作风 ,深入基层一线和困难群众 中去,帮 助

解决各类急难问题。认真落实各项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措施 ,重

点做好优抚对象、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家庭等特殊群体、特

殊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组 织好对零就业家庭、空巢老人等

的走访慰问,确保各项救助补助资金发放到位。开展好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严 厉打击恶意拖欠、拒不支付等违法犯罪

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二、有效倮障节 日市场平稳运行。做好重要商品供应保障

工作 ,确 保节 日市场平稳运行。要精心组织货源 ,丰 富商品种

类,科 学储备投放 ,确 保粮油肉蛋奶等重要商品供应充足。要

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和调控力度 ,掌 握供求价格变化 ,搞 好煤 电

油气运供需衔接 ,健全应急协Ⅱ调联动机制 ,保障市场运行和价

格基本稳定。认真实施食 品安全放心工程 ,重 点加 强对 肉类、

乳制 品、食用 油、水产 品、速冻食 品、饮料、酒类 的检 验检

疫 ,严 防问题食 品流 向餐桌 ,确 保
“
舌尖上的安全

”
。加 强节

日期间食品流通、餐饮服务、畜禽屠宰、电子商务和 网络购物

等方面的监管 ,严 厉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欺行霸市等不法

行为和商业欺诈行为 ,维 护市场经营秩序 ,切 实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三、努力革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使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的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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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深入人心 ,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大力量。积极培育

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唱 响 时代 主旋律 ,深 入推 动
“
三

下 乡
”

常下 乡、常在 乡等惠 民活动 ,为 人 民群众提供更 多更好

的
“
文化年货

”
。广 泛开展群众性文化 活动、具有地 方特 色 的

乡土文化活动 ,积极推广优秀 民间文化 艺术。加大公共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力度 ,丰 富节 日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加 强文

化市场执法检查 ,强 化 网络传播环 节管控 ,保掎
“
扫黄打 非

”

高压态势。加强旅游市场监 管力度 ,畅 通旅游投诉渠道 ,坚 决

查处不合理低价 、强迫消费等突 出问题 。丰富节 日旅 游产 品 ,

倡导文明旅游 ,改进旅游服务 ,营 造 良好旅游环境 。

四、扎实组织好春运工作。进 一步完善春运工作协调联 动

机制 ,强 化铁路 、公路、水路 、民航 、城 市公共交通等 的协 同

衔接 ,保障运力供给。优化 网络、电话 、手机客 户端等售票方

式 ,加 强票源信息、运行 时刻、出行提 示的信息服务工作 ,针

对学生、外来务工群体等开展特色购票服务。强化春运安保 工

作 ,抓好安全检查 ,严 查超速 、超 载、疲劳驾驶 、酒驾等交通

违 法行为。针对可能 出现 的极端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 ,完 善应

急预案 ,做好应急事件 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防 止 因出现大量旅

客滞 留造成大规模 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事件 ,确 保春运安全有

序 。

五、全力抓好安全生产 。 强化红 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 ,坚 决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严 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 ,加 强对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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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非煤矿山、尾矿库、道路交通、水 电气暖、烟花爆竹、建

筑施工、油气输送管道等高危行业和领域安全监管 ,认 真组织

涉氨涉氯企业专项检查 ,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 品

专项整治,强 化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群体性活动安全管控 ,加

强寄递物流安全规范管理 ,严 防各类事故发生。督促生产企业

加强设备检测 ,合理安排生产 ,严 防带病运行、突击生产 ,对

高危部位和重大危险源实施全天候监控 ;督促停产企业制定和

落实停产检修安全措施 ,加 强重点部位检查监控 ,确 保通风、

排水和 安全监控 系统 正 常运行。巩 固扩 大安全 生产大检 查、

“
六打六治

”
专项行动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成果 ,确 保 问

题和隐患 100%整 改到位。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 ,对 重点地

方、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组织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无死角排查 ,

将备类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备类非法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

击 ,始终保持严打重罚高压态势。健全雨雪冰冻、雾霾寒潮等

灾害性天气风险预警机制 ,强 化监测预报 ,完 善应急预案 ,落

实救援队伍、物资和装备 ,加 强针对性演练 ,确 保一旦发生事

故能够灵敏反应、有效应对。

六、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

任制 ,加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力度,集 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群

体性事件隐患排查化解工作 ,高度重视非法集资、劳资纠纷等问

题源头防范,及 时发现和就地化解不稳定 因素,防止大规模集体

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 ,尤其是案件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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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多发的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巡逻 防控 ,严 厉打击
“
两抢一

盗
”
、网络诈骗、制假售假、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化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强化涉恐要素基

础排查管控 ,加强应急防范,严 防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做好

口岸卫生、动植物检疫工作 ,严 密防范重大流行性疾病等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确保节 日期间社会和谐稳定。

七、坚持务实节俭文明过节:广 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优 良传统,本着简约、简朴原则安排好节 日期

间各种活动。严肃财经纪律 ,严格控制
“三公”

经费、会议费等

费用支出,不得以任何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

金和实物,不得巧立名 目套取财政资金 ,不 得用公款报销或支付

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不 得用财政性资金举办年会、经营性文艺

晚会。务实节俭组织好正常的党团、工会活动,开展好年终走访

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部队伤病员、军队离退休

干部、烈军属、重点优抚对象及企业困难职工等活动,保 障干部

职工按规定享有正常福利待遇。加强舆论引导,畅通监督渠道 ,

积极营造节俭文明过节氛围。

八、严格践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
两个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抓

好节点正风肃纪工作 ,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持之 以恒纠正

“四风
’’,着 力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 ,深入学习宣传 《中国共产党

廉洁 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 育引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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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自觉在廉洁 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 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

线。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 不逾

越雷池一步;要带头崇廉拒腐,树立良好家风 ,坚决杜绝
“
节 日

腐败
”
。严禁违规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 ,

严禁用公款接待、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严禁公车私用或
“
私

车公养
”,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严 禁违规 出入

私人会所 ,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 ,严禁违规参

加老 乡会、校友会、战友会。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加大监督执

纪问责力度 ,对违规违纪行为严查快办,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

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九、强化各级领导值守应急责任。进一步强化岗位责任制 ,

严格执行 24小 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遇 有突发事件或 紧

急情况要立即请示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应对,确 保节 日期

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制度 ,值班

人员必须掌握主要负责同志去向及联系方式,确保联络畅通。公

安、消防、医院、气象、环保、银行、供水、供电、供暖、供气

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单位要安排好节 日值班,细 化

应急预案 ,保证服务质量,对 懒作为、不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

任。省委值班室和省政府值班室将对节 日期间值班工作进行牡

查 ,并视情况通报检查结果。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 ,统 筹部署岁末年初各项工作 ,加 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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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中共 河 北 省 委 办 公 厅

河北省人 民政府 办公厅

2015+12月  24 日

(此 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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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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