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得“绿”群众得“利”
临西绿色廊道种上了牡丹

本报讯 严冬时节， 临西县新
童尖公路的通道两旁一片繁忙，种
树大户带领村民忙着种树。 与往年
不同， 今冬植树的主角不再是占尽
风头的速生杨，而是成方连片的“小
个头”。

“这是山东菏泽的油用牡丹，我
们县最新引进的。 ”尖冢镇种树大户
郭继明说。 在童尖公路绿色廊道上，
他承包了四五百亩林地。

郭继明往年以种植速生杨为
主，省工省事效益可观。“这两年，杨
树价格下降了，粮食价格上升，种杨
树不合算了。 ”“种杨树不合算”，当
前很多种树大户都抱有这种想法。

“绿”是年年见增，“利”却迟迟
不涨， 人们的植树造林热情逐年降
温。 怎么办？

“种树增绿，种花添美，种药挣
钱。 市委全会就提出了经济林与生
态林统筹兼顾。 ”该县林业局局长王
冰说，他们引进了山西双季槐、安徽
皂刺树、陕西观音树、山东油用牡丹
等，引导种树大户搞树下间作，第一
个试点就选择了新童尖公路绿色廊
道。

该绿色廊道有 1300 亩，可栽植
速生用材树 4.26 万株， 年均木材产
值约 83万元。

“今冬首批种植了 800 亩左右，
都是速生杨间作油用牡丹。 油用牡

丹亩产 200斤，按最低收购价 10 元/
斤计算，年产值 160 万元，远超速生
杨的效益。 ”王冰说，明年春天，双季
槐、皂刺树、药用菊花等就可以种植
了。“到时候， 绿色廊道剩下的 500
亩，还有一个苗木基地的一千多亩，
都要种上经济作物。 ”

这两个“千亩工程” 示范成功
后，该县将引导农民走复合式、效益
型的林下间作路子， 让更多的群众
靠种树发家致富。

（本报记者 麻国栋
通讯员 何连斌 张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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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

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1 月 5 日上午，市委书

记张古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
听取市安委办关于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的汇报，就抓好“双节”期间
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强
调， 各级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一
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
理念，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忧患意
识、责任意识，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4 年以来， 全市上下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隐患周曝光、

“六打六治”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审
计解剖式督查检查、 标杆企业创建
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等工作， 全市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

“双下降”， 连续九年保持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 与此同时，安全生产工作
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安全
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会议指出， 安全生产关系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 各级各部门要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好局面，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决杜绝麻痹
思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始终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 把问题估计得更
充分一些， 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
些， 不折不扣地把上级有关要求落
到实处，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监管到位，全力以赴做好“双节”和
三级“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和谐稳定。
会议要求，要迅速行动，在全市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排查活动。 各
级各部门特别是安委会成员单位，
要按照中办、国办通知要求，针对重
点部位、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查隐
患、抓整改、促落实，确保不发生重
特大安全事故。 社会管理方面，要加
强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控，政
府部门“双节”期间原则上不举办大
型集体性活动， 企业或商家举办的
大型活动一定要严格审批， 安全防
范措施不周密的一律取消； 对一些
临时性、 小规模的集体性活动，公
安、 消防部门要提前制定安全保障
措施， 安排足够力量， 加强巡逻值
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响应，严防火灾

和踩踏等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方面，
要对交通运输、 烟花爆竹运储销和
燃放、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重点单位、重点部位进行梳理
分类， 集中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有效防止和坚
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加
强对水、电、气、暖、车站等关系民生
行业的安全检查，消除隐患，确保正
常安全运营。

会议强调，要严明责任，确保全
市社会大局稳定。 各级党委、政府要
切实担负起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 要把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
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特别是主
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 深入一线

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市直各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
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依法加强对
本地、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各企
事业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主动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确保
不出问题。 同时，要抓紧研究制定、
完善细化各项应急预案， 健全应急
指挥和联动处置机制， 畅通信息报
送渠道， 确保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
况，能够迅速启动、有效处置。 会议
特别强调，凡是因工作不力、监管不
到位、 失职渎职而发生重特大事故
的，要追查到底，严肃追究相关领导
和责任人的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张文学）

消防英雄张晓凯被授烈士称号
团市委、市青联追授“邢台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讯 黑龙江省公安厅官方
网站 1 月 5 日发布消息称：1 月 4
日， 公安部政治部批准在哈尔滨

“1.02” 火灾抢险救援中光荣牺牲的
张晓凯等五名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
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当兵两年未回家，原本打算开
春探亲，然而 1 月 2 日，在扑救哈
尔滨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仓库大
火过程中，由于仓库发生坍塌 ，沙
河籍的消防英雄张晓凯当场牺
牲（1 月 5 日本报对此进行了报
道）。

共青团邢台市委、邢台市青年

联合会做出了关于追授张晓凯同志
“邢台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的决
定。

决定中称： 张晓凯同志在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紧
急时刻，不惧危险，冲锋在前，用自
己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当代青年不怕
牺牲、勇于奉献的崇高风范。 他的壮
举， 生动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90 后”青年的血液中得到传承，
不愧为我市广大团员青年的卓越代
表， 是广大团员青年值得一生学习
的光辉楷模。

团市委号召全市广大团员青年

要自觉以张晓凯为榜样， 弘扬他吃
苦耐劳、献身部队的优秀品质，学习
他忠于职守、奉献社会的高尚情操，
传承他不怕牺牲、 以身殉职的英雄
美德，永远铭记他的英名，广泛传播
他的英雄事迹， 为建设全面小康的
邢台、富裕殷实的邢台、山清水秀的
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并决定先
期向张晓凯同志的父母捐赠 1 万元
的慰问金。

昨日， 本市不少热心人士以及
慈善组织纷纷表示希望到张晓凯的
老家探望其亲人。

（本报记者 尹彩红）

� � “村委会门口发衣服，快走，挑几件去。 ”1 月 5 日，大梁庄乡的心贴心群
众服务站走进社区，党员志愿者和计生协志愿者将服务站受捐的衣物现场
摆放好，让村民们各取所需。 “这棉袄不错，拿回去给孩子穿。 ”“这毛衣挺好
看，我拿一件。 ”村民们有的拿两件，有的拿三件，不到 20 分钟，近百件棉衣
大都找到了新主人。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袁志 摄）

心贴心群众服务站进社区

声明
邢台学院 数学与信息技

术学院 2011 级计算机科学技
术 2��班学生 张金龙 不慎将
学生证丢失， 学生证号为：
2011081201�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会计学院 2011

级会计学本 5��班学生 郝静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证号
为：2011091535��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会计专 3��班学生 达迎
慧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 学生
证号为：2012702314�声明作
废。

声明
邢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012 级小学教育（理）专业 班
学生 徐少帅不慎将学生证丢
失， 学生证号为：2012622132��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012 级学前教育专业 班学生
罗璇璇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 2012905404��声明
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13 级学前教育专业 班学生
高祺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20130905433�声明作
废。

声明
邢台学院 会计学院 2011

级会计学本 5��班学生蒋柳萌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证号
为：2011091537��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

程学院 2013 级材料物理本科
1 班学生郑帅不慎将学生证丢
失，学生证号为： 20131021112��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文学院 2013 级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班学生肖
琳虹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 20131051133��声明
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会计学院 2013

级工商管理类本科 7�班学生
孙倩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 20130091715��声明
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13 级学前教育专业班学生
姜宗余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2013095401�声明作
废。

声明
邢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011 级学前教育专业班学生
王开旋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 2011905221��声明
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011 级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
班学生郝丽阳不慎将学生证
丢 失 ， 学 生 证 号 为 ：
2011905234��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会计学院 2013

级工商管理类本科 4 班学生
刘亚男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
学 生 证 号 为 ： 20130091424���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010 级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
班学生刘潇雅不慎将学生证
丢 失 ， 学 生 证 号 为 ：
2010905235��声明作废。

新常态 新任务 新征程
学习贯彻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

邢台银行荣登
2014 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
� � 本报讯 近日， 在北京举行的
“2014 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
典上，邢台银行凭借“冀南微贷”业务
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 再次荣登
2014 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年
度最佳小微金融服务银行”称号。

据了解，“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
年度评选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举办，历经七载，是中国金
融业最具权威的评选活动之一，大会
评委来自国家部委、金融主管和监管
部门、主要金融机构的领导，以及著

名经济专家等 200余人。该奖项的获
得， 使得邢台银行的社会影响力和
“冀南微贷” 的品牌形象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

邢台银行“冀南微贷” 业务自
2010 年开展业务以来，截至目前，余
额已达 16.3 亿元， 累计放款 25000
多笔，68 亿元， 不良率仅为 0.29%，
较快的发展速度和优良的资产质量
是“冀南微贷” 获得评委认可的原
因。

（刘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