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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城市洁净的
“都市夜游神”
为坚决打好 PM10 专项治理攻坚
战，遏制飘洒遗漏对大气的污染，严查
渣土车“带病”上路。每到夜晚，市城管
局建筑垃圾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便化身
为“都市夜游神”，紧盯着道路上行驶的
一辆辆渣土车，守护着城市的洁净。
本报记者 刘东甲

郝德明

文/图

新科技助力夜查行动
7 月 11 日 23 时许，又到了渣土车运行的高峰期，在滨江路某工
地前，市城管局建筑垃圾管理处执法人员郭海涛边紧盯着工地前的
道路，
边不时留意着微信工作群中转发的渣土车数字监控平台信息。
十几分钟后，
郭海涛通过微信工作群接到命令，
要求其赶到两公
里外的一处工地，对该工地一辆定位不显示的车辆进行检查。他赶
到该工地时，看到嫌疑车辆刚刚驶出大门，于是立即上前将该车拦
下，经检查发现，该车司机为躲避监控，擅自将定位装置拔掉。弄清
原因后，
他对该车下达了处罚通知书。
与此同时，
在渣土车数字监控平台的帮助下，
一辆行驶在钢铁路
的渣土车进入了执法人员郑建平的视线，
该车满载建筑垃圾，
致使密
闭盖已经无法合拢，
郑建平立即上前将其拦下。通过检查该车司机无
法提供运输车辆准运证件，
是一辆
“裸奔”
车。当郑建平要为其开具处
罚通知书时，
该车司机先是态度蛮横，
后冷嘲热讽，
见不奏效后，
又打
起
“苦情牌”
，
称自己下岗失业，
处罚了他便是砸了他一家的饭碗。
对此，郑建平耐心为该车驾驶人讲解了相关政策、法规，而后依
法对该车开具了处罚通知书。

舍小家的
“渣土人”
7 月 12 日凌晨 1 时许，郭海涛正和同事按计划赶往太行路一处
工地，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打电话的是他 14 岁的儿子，由于孩
子从小双腿无力，
需要靠他人帮助才能起身，
当晚孩子肠胃不舒服想
要上厕所，但家中只有年近八旬的姥姥陪伴，无法帮他挪动，于是不
得已才打电话向郭海涛求助。
“爸爸，
我知道你工作忙，
但我肚子不舒服，
你能回来吗？
”
听了孩子
的话，
同事们都劝郭海涛回去照顾孩子，
但他只给自己的一位朋友打了
个电话，
拜托对方前去照顾孩子，
而后含泪继续朝目标工地赶去……
7 月 12 日凌晨 4 时许，已经连续巡查了 9 个多小时的郑建平正和
同事们坐在路边休息，
郑建平看着泛白的天边，
又惦念起瘫痪在床的
母亲。他说，母亲今年 75 岁，十年前因车祸瘫痪，以往每天早上都是
他帮母亲翻身擦拭，
但近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不得不将平时照料母
亲的时间向后延，
对此他感到非常愧疚。

一个半月查处 59 辆问题车

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两车夜半相撞

“自 5 月份开展夜查行动以来，我们全部放弃了休假，许多人像
郭海涛、郑建平一样，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到工作上。”该处副处长
曲飞说，
这一切虽然辛苦，
但每当看到市民走在整洁的路上面露笑容
时，
他们便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据了解，
为全力打好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攻坚战，
该处自 5 月 29 日
以来，每日出动 50 人次，在关键路段、点位设卡、巡视，截至目前，已
累计查处违规建筑垃圾承运车辆 59 辆，
工地 24 家。

垃圾运输车侧翻司机被困

本报讯 7 月 11 日零时 30 分，322 省道邢台县皇台底村
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城市垃圾运输车与一辆货车相撞，
导致垃圾运输车当场侧翻，
司机被困驾驶室。
事故现场，城市垃圾运输车侧翻在路上，车斗内拉载的
建筑垃圾散落一地，其驾驶室顶着一辆货车的尾部。城市
垃圾运输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腿被方向盘卡住，急需

救援。
邢台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侦查现场后消防员利用
液压剪扩钳首先剪断驾驶室门，
然后利用液压顶杆扩大营救空间，
随
后使用无齿锯锯断周围杂物。经过近 30 分钟的紧张营救，司机被成
功救出，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本报记者 李平 通讯员 赵雪聪）

社区为孩子量身定制
暑期活动套餐
本报讯 昨日，桥东区天一社区 11 岁的成柯锦摊开
双手，
将掌中红艳艳的五角星剪纸，
展示给大家，
“我一口
气剪了 6 个五角星。”当天，天一社区举办的“快乐暑假
梦想飞扬”趣味课堂正式开课，首期剪纸活动，让 10 多名
孩子颇有成就感。
9 时许，天一社区备下裁剪好的红纸迎接孩子们的
到来。一张红纸几经翻折，
再经过剪刀的修修剪剪，
摊开
来，就是一个漂亮的图案。11 岁的罗晨菲是第一次体验
这种手握剪刀在红纸中游走的快乐，
“剪纸能创作数不清
的图案，
真的很神奇。
”
天一社区党支部一负责人介绍，
经过前期调查得知，
不少家长都希望孩子们暑期能学到一些知识和技巧，他
们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此次暑期免费培训套餐。为期
两个月的暑期趣味课堂，
包括了我爱“格律诗”
、快乐剪纸
两个免费课程。
如果还有小朋友对此感兴趣，仍可在家长陪伴下前
来参与。课程结束，孩子们还可以到社区科技馆、图书
馆，
免费参观、阅读，
过一个更加充实的暑假。
（本报记者 张婵娟 通讯员 付娜）

山区小朋友城里快乐过暑假
本报讯 日前，临城县偏僻山区的几位小朋友在市
助学公益协会志愿者的带领下，
来到了市青少年宫，
上了
一系列精彩的公益体验课，
给暑假留下精彩片段。
当日，
在爱心志愿者的帮助下，
孩子们统一着装来到
了市区。
“哇，这里有电子琴。墙上还有好多积木！”在青
少年宫庞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一起参观了该校各个功
能教室。
绘画、声乐、武术、非洲鼓……在志愿者的陪同下，
孩子们上了一系列特色课程。
“ 我最喜欢武术课，能强
身健体，还能学到武术精神。”课后，一个孩子激动地
说。
活动结束时，
孩子们纷纷和老师合影留念，
表示以后
要好好学习，
争取有机会再来体验更多课程。
(本报记者 刘晓英)

感恩成长 放飞梦想
本报讯 日前，市第三幼儿园迎来了 2018 届大班幼
儿“感恩成长，放飞梦想”毕业典礼。孩子们手拿毕业证
书，和小伙伴手牵手，走过“成长门”，告别熟悉而美好的
幼儿园生活，
走向小学开启全新的人生旅途。
（杨冉 司雅洁）

更换轮胎不幸受伤 仨月后想起索赔被拒
本报讯 投保人不幸出事故受伤，
住院后未及时报案，
直
到事故过去 3 个月后，投保人才想起来找保险公司索赔，结果
被拒。近日，邢台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案。
邢台县的张某是一名大货车司机，2017 年 4 月，在某保险
公司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意外医疗险、意外住院津贴等商业
险。
同年 10 月 10 日 17 时许，张某驾驶大货车到邢台县南石
门镇时，发现车辆轮胎出现异常，便将车辆停靠路边更换轮
胎。在更换过程中，撬杠脱落导致其左腿膝关节受伤。当日
20 时左右，张某到邢台县某卫生院进行治疗，次日又到邢台
市某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 11 天，花费 3 万余元。
事 故 发 生 后 ，张 某 以 为 自 己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进 行 了 投

保，保险公司就会理赔，便没有向保险公司报案。直到 3 个月后，
张某才想起来向保险公司报案，却遭拒赔。张某将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
2018 年 7 月 10 日，邢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车辆所投保
的商业险合法有效，
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
理赔时张某必须在保险事
故发生后的 72 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因延迟报案致使保险事故的
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难以确定，保险公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
任。
“在本案中，张某的报案时间距事故发生时间长达 3 个月，且张
某未提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致使事故原因无法确定。”审理此案
的工作人员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要及时报警固定证据，
并且通知保险公司到场见证，
为之后的理赔提供证据，
以便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郑莉 赵增强）

日前，
由邢台县中医院主办的“一法一条例”
（中
医药法和河北省中医药条例）主题宣讲及中医药嘉
年华活动在虎跃山庄举行，
来自邢台市、
县及各医疗
单位的专家和医护工作者 200 多人参加了活动。启
动仪式结束后，
邢台市、
县中医院联合组成医疗专家
团到南石门镇姚坪村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受到社会
各界干部群众一致好评。
（秀昌 红霞 摄）

注销公告
邢台市领优商贸中心（普通合伙）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30503MA07UU7L51），成立日
期：
2016年9月1日，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协商办
理。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市领优商贸中心（普通合伙）
2018 年 7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