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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提供电商创业咨询服务 为内丘电商创业者提供服务 对三家创业者提供创业帮扶 持续进行 创业者明确创业方向、加深了对电商行业的了解

74 帮扶企业 开展企业精准帮扶活动
帮扶乔氏木业有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

、指导电商业务发展方向
持续进行

乔氏木业有限公司招聘到合适人才，明确了电商业务发展方

向

75 开展培训 组织电子商务师培训 报名50余人 5月份 培养电商人才，助力内丘发展

77 爱心驿站

于4月底前，完成分诊式大厅、驻企

式微厅和全智能分局的投入使用，实

现涉税费业务全面一站式办理，并完

善相关工作人员涉税辅导服务，推进

全程“网上办”。

打造全县首家机关单位自行建设的乡镇“爱心驿站”并投入

使用

79 为农气象服务

根据农时制作《2021年内丘县春季植树造

林最佳适宜期预测》，南塞乡和柳林镇根

据预测提前安排植树9万亩，受到县领导

肯定。制作《内丘县柳絮飘飞期预测》《

内丘县2021年苹果始花期预测》《内丘县

2021年桃花最佳观赏期预测》。

进行中 贯穿全年
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发布关键农时和农作物病虫害

防控格点化、精细化气象预报服务产品。

80
大力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助

力内丘生态文明建设。

已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9点次，发射火

箭弹33枚，降水量51.8毫米，较去年同期

偏多24%，较常年同期偏多104%。

进行中 贯穿全年
有效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净化空气质量，增加春季田间

持水量。

81 邮政分公司 邮件投递投诉 处理2起 已完成达到用户满意 立即完成 用户满意

82 疫情指挥部云视频不通 及时安排调测修理 已完成 全力支撑通信服务

83 卫健局测温设备调测 抽调专家测试 已完成 全力配合支持疫情防控

84 酸枣评基站检测 基站检测 已完成 为周围群众解决了网络问题

85 烟草局 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全体党员深入村民家中整理杂物、扫

地、运输垃圾、平整胡同
已完成

党组书记姚盛亮带领全体党员深入所帮扶的西秋村与驻村工

作队一起帮助村民整理村容村貌

86
校活动中心院内地面不平整、有

多处损坏。

铺设沥青路面2550平方米、安装高杆

灯2座、放置乒乓球台3个、增加植物

3种。

4月20日前全部完

工
活动中心院内进行全面硬化、美化和亮化，

88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综合教

学楼建设
主体二层施工建设 2021年10月底

实现扩容増位，可满足3000名学生就读，为我县普及高中阶

段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89 会议室维修改造 会议室旧设备拆除 2021年5月底 满足大型会议需要

90 教师进修校 开展师德师风线上培训

邀请国家高级家庭指导师、国家注册

心理咨询师吴秀芳为我县900余名教

师开展师德师风线上培训。

3月30日已完成 感染和影响着参训教师认识到自己学习和改变的重要性

91 全校覆盖无线网 签订合同 开始施工 5月底前完成

学校无线网的全覆盖将为全校师生教学、教研、办公和学习

提供良好的无线网络环境，使教育教学工作更加高效和便捷

。

92 资助寒门学子

内丘二中初二（4）班卢镒锴、初三（4）

班韩绍辉及内丘四中段孟如同学每人得到

1000元爱心款；内丘二中初一（12）班赵

仪丹得到200元爱心款。

已完成 已完成

成立爱心社，并组织社会爱心人士对贫困学生进行帮扶救

助，使得困难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感受到了社会、学校的温

暖，更好的健康成长，传递了更多的正能量。

93 建立1所学生体质健身房。 3月份已完成 解决学生体质下降，方便师生加强锻炼，全面体育健身

94 在食堂安装电扇 4月底完成 解决师生夏季食堂吃饭炎热问题

95
为河北师范大学顶岗教师安装热

水器、洗衣机
安装2台热水器、1台洗衣机 已完成 2021.4.23 方便顶岗教师洗澡、洗衣，整理内务

96 改造学校餐厅后厨 正在进行项目预算 8月底完成

97 新建标准草坪足球场 正在进行平整场地 5月份完成

98 疾控中心
接种门诊前车辆乱摆乱放，影响

交通。

已安排单位门卫值班，疏导车辆有序停放

。
已完成 2021年4月20日 成效显著

100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培训
本周对对各企业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培训
已完成2次培训 12月底 提升职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意识

101 雨水外排项目 完成管道铺设、地面填土、平整。 7月底 雨水排泄顺畅

102 残疾人培训
4.15-19邀请县残联和邢台理工职业中等

学校开展
受训人数30 4月底 受训30人，群众满意

103 消防安全培训 为镇区生产加工从业人员开展培训 目前已完成一轮 5月底 群众满意

104 办理双女户、独生子女中考加分
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准备中考加分档

案

已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符合条件

人员办理中考加分手续
5月底 群众满意

105 消防安全培训 为镇区加工厂、门店等从业人员开展培训 目前已完成一轮 5月底 群众满意

106 办理双女户、独生子女中考加分
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准备中考加分档

案

已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符合条件

人员办理中考加分手续
5月底 群众满意

107 残疾人护理补贴 已登记并办结 已完成 当日登记完成 已为当事人登记并办理残疾人护理补贴，次月发放

108 临时救助 已登记 已登记 6月底 已为当事人登记，拟于6月底办结，并次月发放救助补贴。

109 办理五保 已登记 已登记 5月初 已为当事人登记，拟于5月初办结，并于次月发放五保金。

110
邀请县残联为五郭店乡残疾群众

进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已登记 已登记 4月20日.21日 参加培训的有40余人，效果良好

111 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为3名残疾人发放辅具 目前已为为3名残疾人适配辅具 4月底 为3名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截止已全部完成

112 消防安全培训 为20名毛绒玩具从业人员开展培训
目前已对20名毛绒玩具从业人员完成

培训
4月底 对20名毛绒玩具从业人员完成消防安全培训

113 办理双女户、独生子女中考加分
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准备中考加分档

案

已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20名符合

条件人员办理中考加分手续
5月底

已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20名符合条件人员办理中考加分

手续

114 全民新冠疫苗接种 本周接种250人 已接种710人 7月底
做到全乡不漏一户一人，确保适宜接种人群“应接尽接”，

扎牢农村防疫网。

115 发展特色种植 种植苹果树750亩 种植苹果树6750亩， 4月底 做好特色种植，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我乡群众人均收入。

116
邀请派出所指导员进行反诈骗培

训
已登记并办结 已完成 4月21日 参加培训42人，效果良好

117 消防安全培训 对辖区30户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培训 已完成 4月底 参加培训20人，效果良好

118 残疾人护理补贴 已登记并办结 已完成 当日登记完成 已为当事人登记并办理残疾人护理补贴，次月发放

119
办理独生子女户，双女户中考加

分
为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办理中考加分事项 正陆续办理 5月底 有序办理中

120 森林防火培训 为下去区门店、农户等入户开展培训 目前已完成一轮 5月底 群众满意

121 办理双女户、独生子女中考加分
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准备中考加分档

案

已帮助双女户、独生子女户符合条件

人员办理中考加分手续
5月底 群众满意

柳林镇

南赛乡

獐么乡

侯家庄乡

7月底

通过学习培训活动，提升党员干部整体素质，破解内丘非公

企业党建难题，加强内丘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水平，为建党100

周年献礼。

金店镇

大孟村镇

五郭店乡

四中

99

工业园区

学习培训活动

2021年 4月 27日，县工业园区党工委组

织辖区内10家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一行15

人来到河北智跑游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党

支部、晶澳（邢台）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德龙钢铁党工委学习交流非公党建工作。

已完成2次培训

安装高杆灯2座、放置乒乓球台3个、

增加植物3种

4月20日前全部完

工
为广大师生提供温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职教中心

内丘二中

三中

气象局

联通

内中

87
照明设施损坏、无师生活动器材

。

已完成

通过活动将党史学习和劳动实践结合起来，响应第30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税收惠民办实事，深化改革开新局”的主题，

使广大党员、团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党性和宗旨观念。

78

推进“分诊式”、“非接触式”

办税，建立疫情期间带班值班制

度。

5月底前，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为全县纳税人

免费提供电子发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

电子商务发展

中心

76

税务局

党史宣传进农户惠民实事暖人心

将党史宣传与“五一”劳动实践结合起

来，4月21日组织年轻干部深入扶贫分包

村，帮助农户除草、施肥，将便民春风送

入贫困户家的田间地头

已完成

序号 单位 实事项目（名称） 本周开展情况 完成情况（已完成） 计划完成时间 目标成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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