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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中医系 16 普中医
班 杨博胜学生证丢失，
学号：160420201138，声
明作废。

本报讯 项目申请单位与审批部
门“两不见面”，建设项目环评就能实
现审批。今后，邢台建设环评实行网
上审批系统，实现环评文件“两不见
面”审批。

“不到 2 天，我们公司的 20 兆瓦
光伏扶贫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就
办理了环评审批。”已经顺利办理完
环评的一家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次
审批全程由环评公司代办，在审批
过程中审批科工作人员始终未与建
设单位见面，就顺利办完手续，十分
方便。

“企业只需要网上提交建设项

目环评申请材料，审核人员在后台即
可进行预审核。”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邢台市启动“互联网+政务
服务（环评审批）平台”，企业只需登陆
网上备案系统，网上提交材料的扫描
件即可。审核人员预审核通过后，企
业可通过邮寄方式提交材料，即可在
网上完成审批，“零上门”实现环评审
批“两不见面”。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环保局积极贯

彻落实省、市“双创双服”活动宗旨要求，
通过规范申请材料、受理条件、办事流
程、办结时限等内容，全面简化规范办事
流程。同时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办理事
项，探索开展“一窗制”并联审批，不断全
面深化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减轻企
业负担，让企业在“两不见面”改革工作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通讯员 李艳华 朱李阳）

网上办理+快递材料

邢台环评审批改革助力企业“零上门”
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图说新闻

6月6日，内丘二中爱心社携手内丘中小学视力防控
中心，为500名中小学生免费发放“暑期视力护航卡”，助
力孩子们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本报记者 赵昊 摄）

为增强孩子们的消防意识，日前临城县直二幼组织
小朋友们到临城县公安消防大队参观学习，穿上消防员
的衣服，零距离体验消防。 （赵素华 赵可欣 摄）

昨日，冒着烈日烘烤，中鼎南小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贾长虹赶到邢台县太子井乡石坡头村，送去了
400袋大米。 （本报记者 尹彩红 摄）

本报讯 昨日，一些途经历史文
化公园的市民收到了标注着“‘护苗
2018’专项行动”的书签，倡议更多人
加入绿书签行动，抵制文化垃圾。

当天，桥东区文新体局开展了“护
苗2018绿书签行动”宣传活动，以“护
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拒绝有害出版
物及信息”为主题，倡导绿色阅读，文

明上网，自觉抵制和远离有害出版物，提
高中小学生的自我免疫力。

市民在领取绿书签的同时，还在“加
入绿书签行动”的条幅上，郑重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现在孩子从手机、电脑上接
触网络很方便，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网络，
文明上网，很重要。”一市民说，孩子们马
上要放暑假了，做家长的更得打起精神

关注。
作为围绕“世界知识产权日”开展的

年度主题宣传活动，“绿书签行动”自
2008年持续至今。活动旨在倡导未成
年人自觉远离非法出版物及网上有害信
息，同时引导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少年儿
童的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张丽燕）

桥东“绿书签”行动 助孩子远离文化垃圾

本报讯 又有彩民中奖了。昨
日，记者从市福彩中心了解到，6月 5
日晚在福彩双色球第2018064期开奖
中，威县一名彩民用56元复式投注将
一等奖收入囊中。除了获得一等奖
620万元，这位彩民还中得了 12注三
等 奖 和 15 注 四 等 奖 ，累 计 奖 金
624.1837万元。

该站销售员陈先生介绍，他从事
福彩销售已15年，双色球一等奖在他

的站点诞生是第一次。为了庆祝这一喜
事，他还特意支起了拱门，制作了条幅进
行庆祝。

据 检 索 ，6 月 5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8064 期 开 出 的 红 球 号 码 为“02
05 10 11 17 21”，蓝 球 号 码 为
05。威县这张中奖彩票是一张“8+1”的
复式票，面额 56元，共获得一等奖 1注，
三等奖 12 注，四等奖 15 注，共计奖金
624.1837万元。 （靳普 李丽玲）

威县一彩民中了620万元大奖
本报讯 6月 4日，省药具站一行 6

人在市、县药具站的陪同下，到晏家屯镇
卫计办调研，就药具平台改进方面，以及

“互联网+”药具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进行了座谈。

在听取基层药管人员提出的一些想
法、建议后，省药具站相关人员表示，通
过平台升级，最大限度减少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进一步优
化系统，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更
优质的药具和健康服务。 （孟立云）

提供全方位服务

本报讯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
明出行”不仅仅是一句宣传标语，贵在
遵守，任何侥幸心理都难逃法律的严
惩。近日，宁晋交警在一次例行检查
中，查处一起准驾车型不符，且严重超
员的交通违法行为。而该车驾驶员去
年刚因准驾车型不符被处罚，此次又
犯。

5月 28日 6时许，宁晋县交警大
队民警在公路超限检测站执勤，在对
一辆大型普通客车检查时，交警在车

内看到，除座位上坐满人之外，过道里也
挤满了乘客。经过交警现场清点，该车
核载22人，实际载客32人，超员10人。

当执勤交警要求驾驶员出示相关证
件时，驾驶员声称自己只带了行驶证，忘
带驾驶证。交警通过上网查询了解到，
该车驾驶员李某，系栾城县人，准驾车型
为B2，不允许驾驶大客车，李某存在准
驾车型不符的交通违法行为。

据李某交代称，2017年8月，他因准
驾不符被深州市交警大队查处，他还没

去处理违法行为，想着自己没那么“倒
霉”，这次又侥幸开起了客车，结果再次
被查。

交警当即联系其他车辆对车上超员
乘客进行了转运。

6月 5日，交警对李某超员、准驾不
符、未携带驾驶证、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
期累计记分达 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多
项违法行为，共处以记 19分、罚款 1950
元的严厉处罚。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李东海）

男子不知悔改 超员准驾不符再被罚

本报讯 近日，首批20辆液化天
然气（LNG）新能源工程车交付给市政
建设集团投入使用，用于执行城区道
路施工、抢险救灾等任务。

据介绍，交付的新能源工程车，采

用 LNG燃料，具有有害气体排放量少、
安全性高的优点，可有效降低CO2、CO、
HC等气体的排放。市政建设集团今年
将投资 2亿元打造绿色生产标杆企业，
其中 7000余万元将用于购买新能源汽

车，年底前还将陆续有近 100辆新能源
工程车交付使用。这是本市施工企业单
笔最大数量的新能源汽车采购，具有很
好的推广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谢龙 通讯员 邸志恒）

市政集团采购使用首批绿色环保新能源工程车

本报讯 6月5日，京东集团和邢
台技师学院合作共建的产教融合示范
基地暨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在邢台技
师学院建成揭牌。该项目的建成标志
着京东集团落户邢台，将开启电子商
务、互联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和产
教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京东——邢台技师学院产教融合
示范基地包括京东双创中心、京东无
人机教学实验中心、京东校园便利店

三大部分。此次建成投入使用的京东
——邢台技师双创中心占地 1000多平
方米，是全国最大的双创中心。

据了解，中心成立将为专业教学实
训提供平台，促进专业教学模式创新和
专业课程改革。集电商运营、客户服务
实训、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学生创新创业
技能培训、电商行业企业技能培训、通用
素质提升培训、教学创新培训等功能为
一体，通过校园实训、校园创业，搭建校

园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和企业、

院校嘉宾参观了京东创新创业孵化中
心、无人机实训中心、中航空港实训中
心、3D打印、智能制造、3D建模等产教
融合项目。实地调研了学院木工、家具
制作、精细木工、商务软件解决方案等世
界技能大赛重点项目，并进行了交流座
谈。

（本报记者 杜明）

京东与邢台技师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临城县中医院组织眼科医生
走进该县实验小学，开展“呵护眼睛，预防近视”主题公益
活动。 （王永周 摄）

日前，南大郭镇组织开展“访千楼万家、创文明城
市”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人人关心创城、人人参与创
城、人人支持创城”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尹彩红 通讯员 任合苏 摄）

为确保线路畅通，国网邢台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
积极行动，按照“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冒着三四十度的
高温持续带电作业，消除安全隐患。（侯志勇 国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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