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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
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要求，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
中的失误错误。当前，我市坚持走新路、有作为、
创亮点、守底线，经济实现了健康较快发展。这
其中，离不开敢担当作为的干部积极主动为企
业和项目建设搞好服务。7月11日出版的《人民
日报》刊发通讯，对宁晋县探索建立容错免责事
前备案制度，为敢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
卸下心理包袱进行了深度报道。

为处理一项历史遗留问题，宁晋县规划局
某干部选择了参照历史案例并适当变通，但这
种解决方法与现行政策相冲突。为此，她和相
关科室人员曾被有关部门要求配合调查。

“组织上的调查也是对我们的保护，事后考
虑到我们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没有问责。”
这位干部虽然表示理解，但心理上确实承受了不
小的压力。而这位干部的担心，并非个例。

事前备案完善制度，给干部“试
错权”

3月底，宁晋县水务局准备启动滏阳新河
清淤工程，却突然接到通知，工程5月1日前
必须完工。可是，从公开招标、签订合同到清
淤完工，最快也要两个多月。

时间紧、任务重，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犯了难。
再三考虑，水务局进行了容错免责事前备案，采
取了超常规举措：先从多家符合条件的企业中择
优筛选一家提前进场做前期准备，同时按程序开
展招投标，最后再由中标企业正式施工。

“这样既如期完工，又依法依规完成招投
标。放在过去可没办法，虽然情况特殊，但招
标没有完成就先进场施工，是违规的。”宁晋
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刘维来说。

水务局面临的两难困局带有普遍性。“各
部门都有本系统的政策规定，特别是面对一些
急难险重任务和遗留问题，如何在纪律红线和
法律底线内完成任务，是基层面临的普遍问
题。”宁晋县委督查室负责人王青告诉记者，
仅去年，他们就对推进慢的重点工作制发督办
卡130余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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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市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秀真 丽敏 王岩）清河经济开发区
作为河北省首批、我市唯一的省级

“双创”示范基地以及我市“两不
见面”改革试点，在审批服务实现

“两不见面”的基础上，创新开通
“服务企业 110”，使审批以外的其
他服务事项也实现“两不见面”。

至此，开发区内所有在建项目和投
产企业的事项审批、项目建设、企
业发展环节已实现企业和群众、企
业和部门办事“全不见面”。

在线上设立的企业“110”作
为服务企业的“报警”中心和“指
挥”中心，企业在生产过程遇到任
何问题和困难，均可通过“清河经

济开发区”微信公众平台企业 110
绿色通道和“四个一”服务企业直
通车 （一部电话、一部手机、一个
邮箱、一个微信） 传递诉求信息。
开发区在线下成立4个综合代办及
分流中心，另设 10 个业务承办组。
针对企业反映的水、电、通讯等一
般性问题，当场解决。其他问题会
在24小时之内通过协调各部门及时
解决。

今年以来，开发区通过服务企
业“110”已接到企业反映问题 318
条，涉及土地、环保、安监、人才

科技、污水排放等方面。开发区通
过直接解决或间接协调，全部帮助
企业解决，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音。

“我们将开发区所有事项全部搬
到网上办理，企业需要什么点点手
指便可解决，一次也不用跑了。”开
发区负责人刘国林说。

服务事项办理“全不见面”，使
解决问题效率提高了35%以上。“全
不见面”进一步优化了开发区营商
环境，开发区落地项目同比增长
30%以上。

清河经济开发区

服务事项办理实现“全不见面”

新 闻 督 访 行

本报记者 杨永丽 实习生 王啸笛

与城市的主干道相比，背街小巷
是城市的“里子”，虽然隐蔽，却与百
姓贴得更近。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我
市的一些背街小巷内，乱停乱放、占
道经营、垃圾成堆、路面破损等一些
不文明现象存在的问题较多。

7月7日上午7时许，记者来到
麒麟郡小区北侧的商业街崇文街
（西路段），看到道路两旁停放着几
十辆汽车，且方向不一致。在崇文
街（东路段），记者看到按摩足疗、
上门维修等广告牌任意摆放在路边。

8时许，记者来到邢化街，发
现部分道路正在整修，街道两侧的

台阶多有破损，人行道上尘土飞
扬，石块、砖块随意地堆在路边，
脏乱不堪。随后，记者赶往胜利北
路，在这里，记者发现路面破损较
为严重，坑洼不平。附近居民赵女
士指着这条街抱怨地说，她每次骑
电动车经过，担心颠簸都绕道而
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修补损
坏的路面。

7月8日19时，记者来到矿北生
活区东侧的育才路，发现这里道路
两旁的规划停车位多被电动车自行
车占领，商家和摊位前有玉米皮、
泡沫板等垃圾，脏乱不堪。

19时50分，记者来到守敬北路
与拥军街交叉口处 （锦鼎广场对

面），沿着拥军街一路东行，记者发
现路面破损较多。由于前段时间刚
下过雨，街口处存有积水，散发着
难闻的味道。

7月9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
守敬北路科技大厦南侧小巷内，发
现这里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
商贩摆摊设点影响通行，周边环境
卫生差。针对此情况，本报曾多次
曝光，但整治效果一直不佳。

7月9日12时许，记者来到纳凉
园街，发现这里路面坑坑洼洼，路
边广告牌较多。当记者路过一个生
活垃圾倾倒点时，看到倾倒点外蓝
色垃圾桶桶身发黑，污渍较多，且
味道难闻。随后，记者来到与之不

远的南长街，发现这里卖菜的摊位
很多，且街道窄，人流多，较为拥
挤。路面上白菜叶子、玉米皮、葱
叶等烂菜叶子满地都是，稍不留
神，就会踩到脚上。

13时许，记者来到新兴东大街
上的鸿运小区东侧的小巷子内，发
现这里落叶满地，垃圾较多。一根
低垂的线缆挂在小巷口，既影响美
观，又存在安全隐患。同时，记者
也留意到，小巷内的垃圾桶摆放也
很不规整，几件破沙发、破椅子等
旧家具堆在墙角处。（下转第三版）

记者日前走访市区多条背街小巷发现——

环境卫生不达标 乱停乱放问题多

本报讯 （记者张文学） 7 月 11
日，我市召开主城区PM10专项治理
攻坚行动动员大会，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领导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系列重要批示精神，动员部署主城区
PM10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强化“不抓治理就是不讲
政治、没有信心就是不在状态”的理
念，拿出坚定不移的决心、敢打必胜
的信心、决战决胜的勇气，扎扎实实
完成好主城区PM10专项治理任务，
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

市委书记王会勇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领导魏吉平、邱文双、戎阳、
冯秋梅、李超英、郭和平，市委秘书
长宋洪修出席会议。省环保厅核总工
程师张增杰应邀出席会议，传达近期
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等省领导
关于做好扬尘治理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和生态环境部相关监测结果通报，
就做好扬尘治理工作讲了指导意见。
会议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
主持。副市长张志峰对市区PM10专
项治理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和各级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环保工
作，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较大进步，空气

质量逐年改善，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和
历史原因，再加上认识和工作举措方
面存在不足，我们的工作与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五个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
色发展的要求相比，同党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同先进地市
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追赶任务非常艰
巨。特别是近期王东峰书记、许勤省
长等省领导先后对扬尘治理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治
理扬尘污染的高度重视，传递出强力
整治的信号。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讲
政治和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高度，切
实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正视差距和
问题，坚决打好PM10专项治理攻坚
战，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会议强调，要抓住重点，精准施
策，以细致极致的举措提升治理水
平。要严格管控施工工地。对严格落
实环保要求的项目，千方百计加快施
工，最大限度压缩可能产生扬尘环节
的施工时限；对没有落实环保要求或
落实不严格、没有达到“六个百分之
百”的施工工地，要发现一起坚决处
罚一起。市区建筑工地从开挖、运
料、堆场、苫盖、施工到竣工投用，
要做到全链条绿色环保。要全面抑制
道路扬尘。加大道路湿扫保洁力度，
对市区主次干道、外环路、出市口等

进行机械化湿扫作业，并逐步向小街
道延伸，实现湿扫作业全覆盖。加强
运输车辆管理，科学制定大货车绕行
市区方案，严查违规进主城区的大型
运输车和拖拉机等高排放车辆，减少
大型运输车辆对市区大气环境影响。
严管垃圾运输车辆，大力发展公交一
体化，科学安排运输车辆上路时间，
严格车辆冲洗。要管好城区及其外围
裸露地块。全面排查主城区内外积存
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对各类垃圾
实施彻底清运整治；管理好大外环范
围内的农田，确保没有白地过冬。要
持续深化燃煤整治。坚持提前下手，
冬病夏治，确保年内大外环范围内实
现散煤清零。要抓好工业企业治理。
按照“调、改、关、停”的思路，长
计划、短安排，做到标本兼治、综合
施治。严控企业烟粉尘达标排放，降
低企业厂区扬尘污染；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督促不符合产业政策、工艺技
术落后、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
严重的落后企业转型升级。

会议要求，对上述措施，一方面
要狠抓落实，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
治理标准，坚持原则、动真碰硬，对
各类污染源加强管控，确保各项工作
和机制真正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常
态长效，各县市区、各单位一定要坚

决克服时紧时松现象，持续抓、抓持
续，保持常态、确保长效。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强化责
任，以严和实的作风确保工作落实。
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直有关部门和有
关县市区要把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再细
化、再分解，把责任落实到人头，确
保每个责任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
各级各部门执法人员要认真履行职
责，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层层落实
责任，形成市、县、乡、村四级监管
体系，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要严格督导考核。成
立治理PM10专班，加强分析研判和
协调调度，开展专项督查活动，每月
通报曝光一批突出问题。联合执法机
构要开展暗访抽查和重点督查活动，
切实做到发现一批、查处一批、整改
一批、关停一批。对PM10治理工作
不力、措施不到位、监管不严格，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的要求，依法依纪严肃问
责。要广泛宣传发动。充分运用电
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体以及墙体
标语等，广泛宣传PM10治理政策法
规和标准规范，形成全民参与、全民
监督、全民共治的舆论氛围。加强宣
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增强
环保意识， （下转第三版）

我市召开主城区PM10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动员大会

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敢打必胜的信心决战决胜的勇气
坚决完成PM10专项治理任务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王会勇讲话 魏吉平邱文双等出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人人参与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人人共享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

建立健全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5版

农业农村部启动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
■3版

以总理为何赶在特朗普之前见普京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