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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6日上午，市委召开
第九期“开门听建议”专题座谈会，就坚
决取消各种无法规依据的无谓证明，进
一步优化政府部门办事流程，推进“无证
明城市”创建，不断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
得感、满意度，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市
委书记钱三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
冯秋梅、宋洪修、杨孟勋出席会议。

会上，市司法局汇报了我市“无证明
城市”创建工作情况。河北大学副校长、
法学院教授孟庆瑜，河北齐心律师事务
所行政主任齐秀敏，邢台金风科技有限
公司河北地区副总经理龙梅，襄都区五
一桥社区党委书记范红艳等 9位专家学
者和业内代表分别发言，就加强政务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公开曝光和强制
纠正机制等提出了建议。

钱三雄要求相关部门对这些意见建

议进行梳理汇总并认真加以采纳。他指
出，创建“无证明城市”是贯彻落实市委
九届八次全会精神、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是践行为民宗旨、
回应群众呼声的现实需要，是提高我市
公共服务水平、展现城市形象的最佳途
径，也是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最优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
活力和竞争力，助力邢台高质量赶超发
展的内在要求，必须高度重视，强力推
进。要以开放的思维更新理念，树立“你
享受，我建设”的理念，做到刀刃向内、自
我革命，让企业和群众有充分的环境获
得感；树立“你方便，我保障”的理念，凡
是有利于企业和群众办事顺畅、便捷的
都要大胆尝试；树立“你发财，我发展”的
理念，努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的企业到邢台发展；树立“你守约，我支

持”的理念，该给投资商的支持和承诺一
定要全部落实。

钱三雄强调，创建“无证明城市”，要
以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聚焦“群众最盼
望、企业最在乎、社会最关注、发展最需
要、攻坚最困难”，大力尝试突破性改革
创新举措。要更大力度地“减”，进一步
搞好摸底、清理工作，对少报、瞒报的一
律严肃追责问责；要更有效率地“管”，结
合加快信用城市建设，全面开展事中事
后精准精细监管；要更加智慧地“转”，通
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时完善和更新数
据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钱三雄强调，“无证明城市”创建事
关高质量赶超发展全局、事关百姓民生，
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协调联动，以务
实的作风搞好保障。作风要再转变，以
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赢得群众的“满
意指数”；标尺要再拉高，全面对标对表、
借梯登高；措施要再加力，做到别人能精
减的，我们也能精减，别人能共享的，我
们也能共享；督办要再严格，建立完善知
实情、查问题、抓整改、追责任的机制，通
过严格督查、奖惩，倒逼“无证明城市”创
建扎实推进、创新突破、取得实效。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文学）

就推进“无证明城市”创建

市委召开第九期“开门听建议”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 8月 15日上午，市委书记
钱三雄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
会议，听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
直及驻市有关单位和各县（市、区）防汛
工作汇报，就应对本轮降雨过程进行再
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最认
真的态度、状态和作风，确保圆满完成本
轮降雨过程应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委秘书长宋洪修出席会议。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雨情信息：15日
0时～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14.8毫米，
25毫米以上 51站，50毫米以上 22站，其
中 80毫米以上站出现在南和区，最大小
时雨量出现在隆尧怡东农业园区。为应
对此次降雨过程，我市于14日22时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截至 15日 10时左
右，全市 49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
全运行，山洪地质灾害点转移群众全部

在安置点安置。
钱三雄对各级各部门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对应对近
期降雨过程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王东峰、
省长许勤等省领导分别作出了指示批
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和省领导指示批示精神，
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始终以最认真的状态、态度和作风奋战
在防汛一线，抓实抓好防汛抢险工作，守
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钱三雄要求，要在做好各项常规工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要
把山区地质灾害点、依山而建房屋作为
巡查防范的重点，确保不发生亡人事
故。要高度重视城乡危旧房安全问题，
广泛发动基层力量，及时对危旧房屋内
的群众进行转移；要把道路安全作为重

中之重，多巡查、早预防、及时管控，防止
山体滑坡带来的车辆损失和人员伤亡。
各地各部门要对各自独有的问题和特殊
情况给予高度重视，以细致扎实、认真负
责的工作，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
失”。

钱三雄强调，要加强应急抢险力量
准备，早应对、早解决，牢牢掌握工作主
动权。要做好面上动员工作，切实做好

“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思想准备，
尤其是交通、通讯、电力、城管等部门要
备足应急抢险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
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到应急抢险中来，第
一时间管控到位，确保不发生次生灾
害。相关部门要科学调度，在保证水库
安全的前提下，相机多蓄水，为经济社会
发展储备更多的水资源。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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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三创四建”活动

本报讯 8月14日，由市政建设集
团承建的邢东新区污水处理厂工程项
目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市区北
部区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需要，对缓
解市区污水处理压力，改善生产环境，
保障民生福祉，促进本市高质量发展
等具有重要意义。

邢东新区污水处理厂是本市承建
的重点项目，位于东环城公路以东，祝
村镇前屯村以南，牛尾河（任泽区段）
以北区域，总占地面积 89.679亩，设计
总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立方米，采用
A2O脱氮除磷+深度处理工艺，出水水
质可达到“地表水 IV类”标准，主要服
务范围为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红星
街以北区域，总汇流面积约 21.7平方
公里。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谢龙

通讯员 靳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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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6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戎阳带领市创城办人员，深入鸿
溪书香园、园东小区、永康街、永祥街、
兴达路菜市场、园林中街菜市场以及图
书馆广场等地暗访督导创城工作，现场
交办存在问题。

戎阳指出，当前已到了本轮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三年周期的最后冲刺关键
时刻，但仍有人存在应付心理、侥幸心
理，工作浮在面上，经不起深查细看，一
定要下足功夫、全力以赴，先进的要名
副其实，落后的要抓紧赶上，全面提升
创建水平，给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
卷。要下沉一线，把机关、后方的力量
往一线配置，把物资、经费向基层保障，
属地和分包领导要经常深入一线摸实
情、查问题、促落实，坚持领导上前沿、
干部带头干，做到排查到位、问题清
零。要提高标准，对标对表国内一流水
平，打造让人“眼前一亮”的标杆点位，
至少也要逐项对照标准抓好创建，确保
要素齐全、不漏项不失分。要精细管
理，从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身边事、
烦心事上发力，从环境卫生、市场管理、
交通秩序、小区治理等容易反弹反复的
痼疾顽症入手，不厌其烦、不漏死角地
抓好常态长效治理。 （邢轩）

下沉一线 提高标准 精细管理

全面提升文明
城市创建水平

本报讯 8月15日，我市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第十五次专题工作例会，总结
分析近半个月来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情
况，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
副书记、市长董晓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
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
神，聚焦重点，统筹兼顾，狠抓落实，全力
推动大气污染治理取得实效。

市领导魏吉平、邱文双、戎阳、崔大
平、郝艳红、张志峰出席会议。省生态环
境厅第六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有关负责
同志应邀出席会议。

董晓宇指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治
理形势不容乐观，暴露出我们的工作还
存在着短板和漏洞。各级各相关部门务
必要抓准防治重点，管好“面”上，聚焦

“点”上，强化重点因子治理，突出重点行
业、排污大户、散乱污企业和运输车辆精

细管控，切实发挥好市、县大气污染防治
指挥平台作用，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再排查再整治再帮扶工作，真正把大气
污染治理各项工作抓出成效。

董晓宇强调，要履职尽责，提高统筹
协调能力。既要严格执法，依法依规查
处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又要及时为
企业排忧解难、热情服务，助推企业提升
生产管理水平。既要积极向上沟通汇
报，争取上级的理解支持，又要做好对下
的指导，进一步凝聚起打赢大气污染治
理攻坚战的强大合力。既要认真落实处
罚措施，严肃追责问责，又要以奖代补，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资金解
决突出问题。

董晓宇强调，要狠抓落实，以实际行

动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发现
及暴露出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坚持做到
举一反三。要提振信心，主动作为，防止
各项举措流于形式，坚定不移地推进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

会上，副市长张志峰通报各县（市、
区）7月18日至8月1日全市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PM2.5、PM10、“双代”、地表水、降
尘量、环安执法情况排名暨大气、水治
理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生态环境局汇
报了半个月以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
况；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倒数后
5位的宁晋县、邢东新区、平乡县、沙河
市、临城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表态
发言。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杜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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