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县积极拓宽农村妇女就业渠道，依托当地毛绒玩
具、服装等加工企业，通过开展定向就业技能培训，吸纳农村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图为我县一家玩具企业的工人在电脑绣花机上贴片绣花。
（刘继东 摄影报道）

亲爱的同学们：
近日，由于各地疫情防控工作

的需要，莘莘学子陆续从全国各地
返回家乡。欢迎你们回家！疫情发
生以来，你们的冷暖始终是我们最
大的牵挂，家乡人民时刻都在惦记
你们的身心健康和进步成长。然
而，鉴于当前各地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面对传播速度快、隐匿性
强的变异病毒，为保障你们顺利、
安全、健康归来，持续巩固家乡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我们特此
温馨提示：

一、返乡主动提前报备

请同学们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在返乡前 3天向居住地村、
分包小区责任单位报备，详细报告
所在学校属地、身份信息、联系电
话、返乡时间及乘坐的交通工具等
有关信息。

线上通过支付宝、微信“河北
健康码”小程序中的“涉疫风险自
报”模块进行报备。

线下通过电话联系或家人主动

向居住地小区（村）报备登记。抵
内后，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或村报
到。

二、加强途中自我防护

返乡时要持 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提前规划好回乡路
线，尽可能简化行程、节省在途时
间，减少疫情感染风险。乘坐有安
全保障的交通工具，严格做好自我
防护，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尽量减
少与同乘人员交流，保持距离，避
免聚集。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
手、扶手等高频接触公共设施，接
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
清洁处理，下车（机）后要及时更
换口罩。

如在旅途中出现发热、乏力、
干咳等症状，请及时报告乘务人员
并立即前往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就诊。

三、严格遵守防疫政策

请同学们抵内后积极配合社区

（村）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加强自
我管理，密切关注官方媒体发布的
疫情信息，不信谣、不传谣。日常
要坚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常通
风、一米线。减少聚餐聚会，不去
酒吧、KTV 等密闭场所。凡自己
或家人出现发热、干咳、咽痛、腹
泻等症状时，请第一时间戴好口罩
到就近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
动告知详细的旅居史及有关情况。

四、履行个人疫情防控法定义务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要坚决
杜绝逃避核酸检测、瞒报谎报涉疫
信息、不配合防控措施等行为。

亲爱的同学们，有责任有担
当，青春才会闪光。衷心感谢你们
对家乡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支持
与配合，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共
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内丘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11 月 20日

致内丘籍返乡学子的一封信

内丘县广大居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优化

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科学精准
做好防控工作，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及时回应群
众关切，做好群众生产生活服务
保障，满足群众需求，争取广大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我县
专门设立疫情防控 24 小时服务
热线，为广大群众提供方便快捷
的咨询服务，如有疑问和建议，
欢迎大家拨打以下电话，我们将
认真及时答复、反馈、解决！

内丘县防控办：
0319--6868303
15613930722 15631981303
内丘镇：0319--6860519
15233936088
五郭店乡：0319--6961888
15233965618
金店镇：0319--6851204

13131988779
官庄镇：0319--6821217
15132938282
大孟村镇：0319--6811183
15933705541
柳林镇：0319--6803633
18631902539
南赛乡：0319--6801252
13483065768
獐么乡：0319--6981001
15512838371
侯家庄乡：0319--6991003
13833587091
社区党委：0319--6866020
13249500049
工业园区：0319-6952959
15690383505

内丘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9 日

内丘县疫情防控
24小时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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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一届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2022年
11月 19日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县委委员
22名，候补委员 6 名。列席会议
的有，不是县委委员、候补委员的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党
员领导同志；县纪委常委；不是县
委委员、候补委员的乡镇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及驻县各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县委巡察组组
长；市十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基
层同志。邀请党外副县级领导干部
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县委
书记管志民代表县委常委会作了题
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创新突
破、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河北场景的内丘篇章”的讲
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管志民受县
委常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全会充分肯定县委常委会的工
作。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县委常
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明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省委、市委
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干成了许多

事关长远的事情、攻克了许多制约
发展的难题、办成了许多群众关切
的实事，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良好态势。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成为全县上下的
高度自觉。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深化乡
村振兴、共享发展。坚持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和城市品位。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巩固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坚持
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隐患。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
发展。

全会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是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
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必须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大会审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有

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党章、遵守党
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大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二十届一中全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特别
是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是党心所向、民意所
盼，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对领袖的衷心爱戴和一致拥护。全
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全会强调，广泛深入兴起学习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凝心聚
力担当新使命，激发新作为，迈向
新征程。要充分认识过去五年的重
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领会党的二
十大精神实质，始终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诚实践者。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内丘落到基层，走进群众。
全会强调，真正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与时
俱进树牢新观念，活跃新思维，适
应新时代。要树牢进取观念，善于
抢占先机；要树牢市场观念，善于
改革攻坚；要树牢创新观念，善于
转型升级；要树牢人才观念，善于
汇聚英才；要树牢法治观念，善于
依法治理；要树牢执行观念，善于
末端落实；要树牢系统观念，善于
统筹推进。

全会强调，党的二十大吹响了
奋进新征程的“集结号”，发出了
夺取新胜利的“动员令”。对标对
表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和省委十届
三次全会、市委十届五次全会确定
的目标任务，未来五年，要在实现
“一年打基础、三年大变样、五年
创辉煌”目标任务基础上，实现经
济综合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全市第
一平台；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建
成宜居宜业宜游品质生活之城；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根本好转，内丘的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建成教
育强县、文化强县、健康内丘；基
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丘、法
治内丘，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

全会强调，展望中国式现代化
河北场景的内丘篇章，团结奋斗创
造新业绩，铸造新荣光，迎接新未

来。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断夯
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充分激发经济社会发展
活力；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坚持提升
县城品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美丽
新家园；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
文化自信自强，以传承融合助力高
质量发展；坚持树牢底线思维，不
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凝
聚起推动内丘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
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建
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加强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各级
干部执行力。
会议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
内丘篇章，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内丘贡献！

中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
（2022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内丘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 （杨爱青） “新会
议，二十大，新的声音传天下；
新旋律，新节奏，新的精神新成
就......”11月 17日，内丘县大良
村文化广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
“金喜鹊”文艺宣传小分队进基
层演出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
正在进行。

在快板表演《新的时代唱新
歌》、舞蹈 《再唱山歌给党听》、
歌曲 《不忘初心》、诵读 《宣传
贯彻二十大 夺取伟大新胜利》

等形式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中，切实让群众喜欢看、
乐意听、记得住，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悉，为做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传工作，内丘县按照市委宣
传部统一部署，从县各文艺协
会、文化名人、文艺骨干等文艺
群体中选取近百名文艺爱好者，
组建县、乡两级 12支“金喜鹊”
文艺宣传小分队，通过快板、书
画、戏曲、歌舞等多种形式的

“二十大”精神文艺节目，走进
社区、乡村、学习驿站、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所）等基层文化宣
传阵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二十大
精神文艺宣传活动。下一步，12
支“金喜鹊”文艺宣传小分队将
在 9个乡镇及各社区同步开展二
十大精神文艺宣传活动，让党的
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覆
盖全县所有乡村和社区。

内丘县“金喜鹊”文艺宣传二十大再掀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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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