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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住总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位于沙河市宋
璟路东侧、市场北路西端北
侧的不动产权证书遗失，证
号：冀（2017）沙河市不动产
权第0000124号，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
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邢台住总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

声明

张超、王会云不慎将
女儿张心茹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出生证编号：
R130260892，声明作废。

声 明

张辰阳不慎将医师
执业证书丢失，证书编
码：110130532000256，声
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记者王琳）近日从市
政府办了解到，我市将积极采取措
施，促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聚居
村加快发展。

据介绍，市政府办近日出台了
《关于促进我市少数民族和少数民
族聚居村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十三五”时期我市少数民族和少
数民族聚居村加快发展的目标：经
济持续较快发展。民族村水、电、路、
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内道
路实现硬化，群众生活用水达到国
家饮用水安全标准。基本形成“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村民人均收入稳
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实效。社
会事业稳步提升。民族文化得到有
效保护。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为促进少数民族聚居村的发
展，我市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推进通村路、连村路的农村公路
建设及村内街道硬化。优先安排民
族村实施村级道路加宽改造和路面
硬化，使每个民族村具有1条以上
连接国省干线或县城的四级及以上
畅通公路。加快建设以骨干渠道节

水改造、田间节水灌溉工程为重点
的农田水利工程，改善民族村农业
灌溉条件。优先安排民族村安全饮
用水建设项目，全面解决民族村安
全饮用水问题。

我市还将立足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帮助民族村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发展果蔬大棚、牛羊养殖等
合适项目，形成“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开展特色种植养殖、高效农
产品等特色产业技术指导、培训，
实现“节水、节药、节肥，增效”

“三节一增”，提高农民收入；在威

县、临西县等黑龙港地区大力发展
肉牛、肉羊等畜牧业养殖，带动民
族村肉牛、肉羊产业发展；依托威
县君乐宝高端牧场，带动周边民族
村大力发展奶业，建设优质奶源基
地。扶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
优先安排民族村特别是省少数民族
特色村镇创建村纳入我市美丽乡村
建设。提升特色村镇引领带动效
应，实现绿色经济强村、民族文化
兴村、旅游文化富村目标，形成1
至2个在全市乃至全省具有较大影
响的特色村镇品牌。

我市积极采取措施

加快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聚居村发展

本报记者 王 琳
通 讯 员 胡盼玲 李三虎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乐……”当《生日歌》响起时，12
岁的朱梓涵腼腆地望着大家，露出
了难得的笑容。7月1日，宁晋县
财政局帮扶干部柳卉一大早就带着

蛋糕、学习辅导书来到耿庄桥镇冯
家台村帮扶对象朱梓涵的家中为她
庆祝生日。

朱梓涵寄宿在伯伯家里，从小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十多年来，
老两口不辞辛苦照顾孩子，柳卉
在入户走访中知道了小梓涵的生
日快到了，就提前精心挑选了课

外辅导书、习题试卷、生日蛋糕
来为她庆祝生日。“我问她第一块
蛋糕给谁，梓涵说给奶奶，我心
里觉得很暖心。当我问到第二块
给谁的时候，她说给我，真诚的
眼睛让我心里感动极了。”柳卉高
兴地说。

自从与小梓涵结对帮扶以来，

柳卉经常带着小面包等生活用品
来家里慰问，询问她的困难和需
求。端午节，送来粽子；六一儿
童节，送来书包、铅笔盒、水彩

笔、课外辅导书等学习用品。现
在，她已经为梓涵申请了公益组织
帮助，目前正在审核当中，审核成
功后在上大学之前梓涵每个月都能
收到200元的生活补助。

对扶贫工作，柳卉经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帮
扶，做最暖心的帮扶人。”

柳卉：“做最暖心的帮扶人”

闫秀真 裴海潮 王军

6月28日，火辣辣的太阳照得
人睁不开眼。清河县王官庄镇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于延树站在四
家务村一处空旷的厂房前面，满
头大汗地指挥吊车将四台钩机提
上房顶。

这家厂房是于延树分包拆除的
最后一处违法建筑。眼看接近中午，
拆除工作却进展缓慢，一向沉稳的
于延树终于耐不住性子，爬上四米

多高的楼顶亲自指挥。
这时的气温已高达37摄氏度，

于延树挥汗如雨，加上连日来的高
强度工作，时不时感到眩晕。就在他
准备下楼梯时，突然一脚瞪空，从四
米多高的地方重重摔向满是碎砖块
的地面。众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经
诊断：于延树头部划开了十多公分
长的口子，右肩胛骨碎裂。

听到于延树受伤的消息，领导、
同事、王管庄镇百姓自发赶往医院
探望。在领导眼中，于延树是一个

认真负责、勤恳敬业、踏实苦干的
好党员、好干部；在同事眼里，他是
一个干事思路清晰、坚持原则、一
心为公的好搭档；在百姓心里，他
是一个办事公道、平易近人、一心为
民的好干部。

王官庄镇“双违”整治攻坚战打
响之后，于延树作为片区小组组长，
担负着拆除违法建筑的任务。拆违
工作号称“天下第一难”，而做通拆
迁户思想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有一
拆迁户，无论谁去做工作都见不着

面，怎么敲门都不开。于延树得知
后，先是堵在他家门口掰着指头讲
政策、说大局。每次一说就是半晌，
说来说去拆迁户还是不为所动。于
延树的犟脾气上来了：“我就不信这
个邪，不管多结实的钉子，我也得给
你拔出来！”

经过不懈地努力，于延树跑断
了腿、磨破了嘴，最终这一拆迁户在
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有这样认真
的干部当我们的‘领头羊’，再难啃
的骨头我们也啃得动！”说起爱较真
的于延树，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
肃然起敬。正是靠着这股子“犟”劲，
于延树分包的双违拆迁工作，没出
现一例强拆。

于延树：干工作就要有股“犟”劲

本报讯（张鑫）近日，桥东区建成家风
家教展馆，通过图片展、文字展等方式，引
导市民传承和发扬爱国奉献、修身齐家、
克勤克俭等优良家风。

家风家教展馆位于中兴东大街309
号（原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内，总建筑面
积约400平方米。一进展馆，迎面墙上“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2个字颇为
醒目。展馆分4部分，分别为：“中华传统
文化篇”，梳理了古代家风思想源头和发

展脉络；“革命先辈教诲篇”，展示了多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倡导
优良家风的光辉事迹；“核心价值观引领
篇”，阐释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
凝魄聚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基层传承践行篇”，则多方
面展示了桥东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
成绩。展馆建成后，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中
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桥东建成家风家教展馆

本报讯（王琳 郭延娜）入夏以来，市环
卫处针对气温升高影响，采取多项措施保
障市民如厕环境，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针对夏季公厕易滋生蚊蝇、产生难闻
气味等问题，一是增加保洁频次、延长作
业时间，保持干净卫生。公厕保洁员每日
严格按照“八净”标准，对公厕进行全面保
洁，同时对繁华地段、广场等夏季夜间人
流量较大区域延长保洁时间，将作业时间
调整为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半，方便市
民。二是及时通风、喷洒芳香剂，多举措消
除异味。及时打开公厕门窗、通风设施，保
证公厕通风流畅，并定时喷洒芳香剂，确
保公厕清洁无异味；三是定时驱蚊灭蝇，

增加化粪池清掏频次，保持整洁卫生。安
排公厕管理人员每天定时使用驱蚊灭蝇
药具进行灭蚊杀蝇消毒，并增加化粪池清
掏频次，有效防止蚊蝇滋生。四是加强公
厕设施维护，安排专人加强日常巡查，排
查公厕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发现被损设施
及时上报并协调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据了解，今年市区将新建5座固定公
厕，均按照“整洁美观、以人为本”的原则
实施改造，配备自动感应冲水、洗手池、冬
季保暖等设施，并在门口建设无障碍通
道，最大限度方便市民使用。同时，加强公
厕管理维护，做到时时干净、处处整洁、设
施完好。

市环卫处加强公厕管理

本报讯（记者王琳 通讯员张鼎）冒
充客服进行电信诈骗的事儿屡见不鲜。从
市公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获悉，近段时间
警方拦截或发现冒充淘宝等客服人员诈
骗案竟然密集出现，平均一天30余起。警
方发出紧急预警提示，不要轻易点击不明
来历的退款链接等，同时一定要保管好旺
旺、验证码等信息，不要给任何人。

近日，市民王女士网购了一根十多元
的数据线。随后，她接到一位自称是其购
买数据线网店客服人员的电话。该男子声
称，因支付系统在交易时出了问题，资金
被冻结，希望王女士申请退款。

“客服”很客气，不停地向王女士道
歉，并详细说出王女士网购交易的时间、
信息，王女士就信以为真。“他还管我要

QQ号，就给他了。”王女士称，不一会儿，
对方发来退款链接。

王女士表示，点开链接后，呈现的网
页跟淘宝网退款网页十分相似，但细心的
王女士发现，这个网址的开头却有两个

“www”。王女士与卖家取得联系，卖家表
示根本不存在款项冻结的问题。随后，王
女士报警。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收到网购客服电话或客服短信，
内容为个人信息与购物内容且需要进行
退款，须谨慎对待。不要轻易点击对方发
来的链接或拨打其提供的电话号码，更
不要按照对方的提示进行银行卡的相关
操作，应拨打正规的客服电话或者到相
关购物平台咨询相关事宜，以防被骗。

我市警方发布预警提示
近期冒充客服电信诈骗案频发

本报讯（张鑫 潘俊田）近日，桥西公
安分局中华大街派出所民警依托监控录
像系统，将一盗窃电动车男子抓获。

一段时间以来，多位居民报称，放在
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及电瓶被盗。中华
大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通过走访并调
取了小区及沿街门市监控录像，判断几
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并锁定一名中年男
性嫌疑人。

6月29日上午8时许，途径胜利路的

中华大街派出所民警看到这名男子，随即
上前比对盘问，将企图逃跑的该男子抓
获。经查，犯罪嫌疑人范某，37岁，单身无
业。自2018年2月以来，先后在桥西区冶
金、邢钢东、金华、胜利北等生活小区多次
盗窃电动车及电动车电瓶。民警在其住所
搜查出还未销赃的电动车3辆、电瓶20
余组及大管钳等作案工具。

范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桥西警方

擒获一盗窃电动车男子

本报讯（王琳 宋红雷）近日，清河县
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楚太和村阎继友
家发现一张清代“六品军功”功牌，距今
已有107年。

该功牌质地为泛黄的棉纸，保存比较
完整，文字、图案清晰，长62厘米、宽42
厘米，共172字。整幅仿造碑刻形制，“功
牌”两个大字居中置顶，周边印有“二龙戏
珠”纹饰。题头表明颁发者的衔位品级：

“钦命总统第一军军咨府军咨使署镶白旗
汉军副都统冯”，其中，冯即指冯国璋；正
文说明获颁功牌缘由：“进攻汉口一带所
向有功，杀敌打仗奋勇，输送勤捷，侦探明
确之员”，然后写明奖赏的人员：“陆军第

六镇步兵二十一标第三营右四副兵阎禄
祯应即颁给六品功牌以资鼓励”。

据阎继友回忆，这个功牌是颁发给自
己的父亲阎如功的。1903年，15岁的阎如
功以哥哥阎如祯的名字应召入宫，成为清
宫侍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
后，阎如功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步兵二
十一标第三营。1911年，他因打仗奋勇等
功劳获颁此“功牌”，清河县口音造成笔
误，阎如祯被写成“阎禄祯”。

该县地方志办主任李婧介绍，这些
功牌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等领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文献
资料。

清河发现清代“功牌”

为了保障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邢台县冀家村乡禅林寺村两委干部多方筹措资
金20余万元，在村西修筑一条南北300余米长的护村大坝。图为施工现场。

（建江 国安 摄）

为了全面贯彻院前、院中、
院后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将医
疗服务延伸至院后和家庭，使住
院病人的院外康复和继续治疗
能得到科学、专业、便捷的技术
服务和指导，巨鹿县医院骨二科
全体医护人员正在用实际行动
践行这一发展理念。7月10日下
午，在左安西副院长的带领下，
骨二科医护人员一行四人到堤
村集村和野场村进行“家访”。

堤村集村贵大爷，多年来双
侧膝关节顽固性疼痛一直困扰
着贵大爷。在骨二科行双侧膝关
节置换手术后，双腿明显变直，
并且疼痛症状较前明显减轻。
康复出院后，贵大爷的生活质

量明显提高，脸上也露出满意的
笑容。

左院长询问了贵大爷的恢
复情况，王晓岚医生对大爷的膝
关节进行了检查，陈立晓护士给
大爷测量了血压。

在听取左院长、李铁宁医生
向贵大爷介绍了巨鹿县医院骨
二科膝关节置换手术惠民政策
后，贵大爷高兴地说：一定向乡
亲们积极宣传，这等于是给相亲
们做好事呢！

临走前，贵大爷表示感谢骨
二科全体医护人员的照顾，他本
人对手术及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随后，我们来到野场村，正
好遇到从田间回家的李大妈，李

大妈是在骨二科行右侧膝关节
置换术的患者，看见大妈从大老
远骑着小三轮车飞奔而来，可知
大妈术后恢复的相当不错。

左院长询问了李大妈的恢
复近况，并进行了膝关节检查。
单从走路来看，完全看不出李大
妈是做过手术的人。

为庆祝医院迁址16周年，践
行“发展医院、回报社会”的办院
宗旨，使广大老百姓了解、认识
关节疾病与其带来的危害，及
时给予治疗干预措施，使广大
老百姓远离关节疾病带来的困
扰，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我院
骨二科特举办膝关节置换手术
优惠活动。 （刘军涛）

把健康送到患者家中
——骨二科膝关节疾病患者家访记

主要对象
1、55周岁以上；
2、关节疾病症状明显（如：关节

的疼痛、变形等）；
3、有治疗意向，自身条件允许。
相关优惠政策：（1）膝关节疾病

患者在我院骨二科登记可享受价值
100 元的免费 DR 拍片检查。（2）凡
在我院骨二科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
的 医 保 患 者 ，自 费 金 额 不 超 过
15000元。（3）出院后除以上优惠，再
给予手术补助1000元。

联系电话:
医办室：0319-4321960
护办室：0319-4321961
地址：内科楼三楼骨科二区

◀近日，市公安局印发加强公安文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召开专项会议推
进。以文化环境建设为突破口，浓厚警
营氛围；以民警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
促进全面发展；以打造公安文化品牌为
抓手，推动提档升级。图为全市公安系
统文化建设现场会上，与会民警在基层
单位参观。 （胡玉生 摄）

▼临城县委宣传部、县新华书店
到赵庄乡东沟村开展图书捐赠暨“送
教下乡”活动，为当地群众捐赠价值
5000元的各类图书和微机、打印机等。

（王永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