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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露橦

临西县城有家五金电料门市，
货物一应俱全，年销售额达上百万
元。店老板宋汝泉说，自己经营五
金生意十来年，生意越做越大，秘
诀就俩字：诚信。做人诚信，才不
愧对老兵这个称谓。

宋汝泉曾在部队服役8年。其

间，他严格要求自己，出色地完成
了各项训练任务，受到连嘉奖三
次，获评优秀士兵、红旗车驾驶
员，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他响应军委裁军号召，退伍回
到临西县。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
年近花甲的他成了“老宋”，可行事
作风却一直没变。2004年从临西县
砂轮厂下岗后，迫于生计，老宋搭
进全家的积蓄，以“诚信为本、童
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开起五金电料
门市，渐渐地，获得了“买五金找

老兵”的美誉。
生意越做越红火，老宋开始琢

磨，怎么才能帮助更多的人。近年
来，他多次参加民政部门和志愿者
爱心协会组织的募捐活动，每年捐款
都在万元以上。听说战友的弟弟王三
池父母年迈，还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孩
子，生活贫困，老宋立即和王三池取
得联系，出资2000元帮王三池购买
疏通下水道设备，手把手教会他相关
技能，帮助他走上增收路。听说南曹
村小学房屋漏雨无钱维修，老宋出资

5000元帮助修缮校舍。多年来，老宋
还先后资助5名贫困学生上学，资助
10余名战友建大棚、搞维修，帮助他
们走出生活的困境。

退伍回乡至今，老宋坚持参加
各项党组织活动，积极学习习近平
治国理政理念。他经营的五金门市
不卖假货、合法经营、照章纳税，
被工商部门评为信得过门店。“我所
做的都是党员应该做的。虽然我人
老了，但我要让党旗永远不褪色。”
宋汝泉说。

宋汝泉：让党旗永不褪色时政要闻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翟丽

在 PM10 专项治理攻坚战中，
内丘县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以

“不当任务当义务、不当困难当机
遇、不光表态更当表率”的“三
不三当”的态度和决心，精准查
摆工作不足，精细部署治理任
务，精确夯实治污责任，凝心聚
力、坚定信心，全力攻坚。日
前，内丘县副县长马成龙接受了
本报记者的专访。

马成龙说，内丘县按照“以
问题导向明确工作方向”的原
则，研究出台了 《内丘县 2018 年
PM10 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在全面分析查找 PM10 来源的基础
上，针对工业企业扬尘、施工工
地扬尘、道路扬尘、城区积尘等
7 大方面实施精准管控，细化制
定了 27 项治理“红线”，将 PM10
专项治理工作具体到点、具体到
人、具体到事，确保大气污染治
理取得精准、精细、精致的效果。

马成龙进一步介绍，内丘县
在工业企业面源污染治理上，把
打造“绿色工厂”作为目标，重

点加强料场和车辆运输、物料输
送等管理，加大厂区绿化、美
化、硬化力度，常态化落实洒
水、清扫措施。在工地扬尘治理
上，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要
求工地的围挡、硬化、苫盖、湿
式作业及车辆密闭运输、冲洗等
百分百按照规定操作，并安装小
型雾炮装置 33 台、塔吊喷淋装置
20 套，进一步减少扬尘污染。全
县道路扬尘治理精细化抑尘措施
扩展至城郊及乡镇，加快重点路
段施工改造进度。对城区及周边
裸土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共绿化
2000 平方米，防尘网覆盖 2000 平

方米，硬化连接线48条。
马成龙表示，在防治 PM10 污

染工作中，内丘县建立健全会商
制度和长效机制，利用空气质
量、在线监测等“大数据”，提高
治理的精准性、科学性。同时，
将每个企业、每处工地都分包到
具体人，夯实责任链条，每日巡
查、复查，实行台账跟踪管理。
此外，严格督导问效，坚持点穴
式、解剖式常态化督导检查，通
过限期整改、强制停工、顶格处
罚等方式，以刚性执法实施铁腕
治污，努力营造“不能污染 不
敢污染”的社会氛围。

“三不三当” 全力攻坚
——访内丘县副县长马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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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国运果）近日，市纪
委监委再次通报5起扶贫领域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针对扶贫领域出现
的违纪违规问题，市扶贫领域专项
治理办公室精心组织，主动作为，
创新方式方法，扎实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倒逼责
任落实，推动问题整改，确保脱贫
攻坚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市专项治理办公室将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大起底作为工作突破口，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及省、市脱
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反馈和扶贫、
民政等扶贫职能部门及巡视巡察、
审计、专项治理、纪检监督检查涉
及扶贫领域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对梳理出的问题线索进行“回头
看”，实行销号管理，做到研判过关
一件、销号一件，处置整改一件、
销号一件。截至6月底，全市共起
底问题线索8195件，完成整改7906

件，占比96.5%。同时，向各县市
区纪委监委交办6批26件重点问题
线索，并将抽查复核整改处置不到
位的349件问题移交有关单位重新
办理。

市专项治理办公室坚持宽严相
济，强化政策感召，将自查自纠的
政策“窗口期”延长15天，对在自
查自纠阶段主动交代问题并积极整
改的，实行从轻、减轻或免予处
分。自查自纠“窗口期”内，全市
共有371人主动交代问题，涉及金

额97.9万元，其中74人被从轻或减
轻处理，增强了专项治理的政治、
法纪和社会效果。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市扶贫领
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基层“微
腐败”现象较多。对这类腐败问
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零容
忍”的态度果断出击，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今年以来，全市共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
1583件，移送司法机关6人，追责
问责33人。

我市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整改“回头看”一线声音

高 端 访 谈

本报讯（记者张鑫）连日来，
市区开展小广告专项治理活动。市
公安局、市城管局等部门与各街
道、社区协调联动，集中清理非法
小广告。

8月11日一大早，由市公安局
牵头，联合市城管消杀站执法人员
走上街头，对卷闸门、橱窗上非法
小广告进行集中治理。并广泛宣传
相关政策，倡导市民共同抵制到处

乱贴小广告等不文明行为。自8月
9日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已对
145条街道进行了集中突击治理，
清理登记非法小广告信息9.8万余
条，清理其他部位735处，其中移
交公安机关涉嫌违法犯罪小广告
44条。

近日，广大市民纷纷参与小广
告专项治理活动。桥东区西门里办
事处天一社区组织志愿者，自带小

铲清理小广告，或捡拾地面烟头。
南长街办事处各社区组织辖区内各
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居民、志愿者参
与小广告清理活动。西大街办事处
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在主次干道
设置一批新的“便民张贴栏”供广
告张贴。桥西区科苑社区发动居民
组建了3支志愿者队伍，对非法小
广告进行清理。他们并把小区内出
现的小广告联系方式全部拍照片留

存，然后联系机主，要求他们清除
小广告。

采访中，不少市民纷纷支招：对
非法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不妨采取
一律停机或警示处理；对张贴小广
告者该罚款的罚款，该治安拘留的
治安拘留，该追究刑责的追究刑责；
对于出租、求租信息以及楼盘销售、
卖场促销等市民有需求的小广告，
专门设置广告栏，统一管理。

市区开展小广告专项治理活动

8月14日，在我市街
头，担任交通志愿者的小
学生在聆听交警冯磊讲解
交通规则。暑假期间，育红
小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当起
交通志愿者，为市民安全
出行尽自己一份力量。
新华社发（张驰 摄）

本报讯 （记者杜烁 通讯员
郝小夏） 8月 15日，我市大型生活垃
圾压缩转运站车间内，一辆垃圾清运
车正在向压缩机坑槽内卸载，经过18
分钟，压缩成块体，推至密闭箱体专
用转运勾臂车上……这是该站带载试
运行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快转运、
全密闭、无遗撒，填补了市区无大型
垃圾转运设施的空白，有力地提升了
市区生活垃圾收集、压缩、转运的规
范化、高效化水平。

市大型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位于
旭阳工业园区东升大道北侧，占地面
积2.6535公顷，总投资8400万元，初
设日处理 1000 吨压缩转运能力。目
前，车间内有两台500吨压缩机，预
留一台压缩机位置，长期可扩大压缩
1600吨的能力。

据悉，相比传统垃圾转运，该站
现有的22辆压缩运输车辆，每辆可承
载18吨的生活垃圾，并实施全密闭转
运，可防止运输过程中遗漏抛洒等现
象，有效杜绝二次污染。该站正式投
入运行后，每天可减少50余辆车次的
重型车辆运输，单车转运量比过去提
升了三倍；市区日产800吨的生活垃圾
将全部进行压缩转运，然后运至巨鹿焚
烧发电厂处理。同时，生活垃圾渗滤液
达标压缩，大大提高我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置能力，减轻周边环境压力。

为加快该项目建设进度，市城管
执法局实行一名领导牵头，一个科室
负责，一套实施方案，一组人马落实
的“四个一”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该站相关配套设施，逐步提高压缩比
例，尽快达到正式运行条件。

我市首座大型生活垃圾
压缩转运站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杜烁 通讯员
东世宏） 8月 14日，市环保局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周的执法行动，全
面打响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势”行
动第一枪。

执法行动中，市环保局专门设立
集中执法行动指挥部，成立5个专项
工作组，实行“20+4+1”执法模式，
从各环保分局抽调近200名精干执法
人员，组成20个执法检查组异地交叉
执法；设立4个市级巡查组，对20个
县级交叉执法检查组检查情况进行督
导巡查，同时对市区周边重点企业
SO2、NO2、CO排放强化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检查；由指挥部办公室明确一
组人专门负责对各执法组执法检查情
况进行巡查暗访，统筹协调行动期间

夜查、晨查行动。通过实行“20+4+1”执
法，真正做到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实现无死角、全覆盖。

经过执法人员一天奋战，共检查
企业200家，发现问题52个。其中因
不涉及4项主要污染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正在生产的问题 3
个；因升级改造，环评已审批验收，
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企业正在生产
的问题4个；污染治理设施缺失问题1
个，批建不符问题1个，料场料堆未
密闭或未苫盖问题13个，恶臭及异味
未治理问题4个，未落实错时生产要
求问题2个，其它问题24个。所有问题
都已第一时间交办相关县市区政府和
有关责任单位，立行立改，从严查处。

我市打响大气污染防治
“夏季攻势”第一枪

邢台县税务局
多措并举优化纳税
服务质量，在办税
大厅设置饮水台、
药品急救箱、办税
指南查询机、宝宝
车等便民设施，方
便辖区纳税人前来
税务机关轻松办
税。

（李国新 摄）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河北邢台平乡石油
分公司保管不慎将其拥
有的《平国用（2006）第
08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丢失，坐落于平乡县河
古庙镇常河镇闫屯村，
现经该单位申请，声明
作废。

声 明

声 明
李鹏波不慎将士兵

证丢失，证号：兵字第
20160013105，声明作废。

声 明
刘书萍不慎将沙河

市汇通城市花园 615-
3-202 的定金收据，金
额：10000元，开具日期：
2005 年 10 月 19 日和首
付款收据丢失，金额：
59335 元 。 开 具 日 期 ：
2005年10月25日，声明
作废。

声 明
代瑞洋、刘娜娜不

慎将儿子代锦涛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P130442035，声明
作废。

声 明
毛志亮、王立格不

慎将儿子毛思凯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N130259775，声明
作废。

声 明
毛志亮、王立格不

慎将女儿毛思旋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N130259774，声明
作废。

声 明
张全利不慎将位于

桥西区中兴西大街 401
号 7 号楼 6 层 2 单元 601
的房屋他项权证丢失，
证号：邢房他证桥西字
第130452号，声明作废。

声 明
高聪聪不慎将邢台

市人才交流中心人事代
理合同书丢失，档案编
号：13158，声明作废。

声 明
崔秀珍不慎将河北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1
份丢失，医疗机构：邢台
市人民医院，票据号码：
005820034， 金 额 ：
26625.17 元整，住院号：
999309X02，住院时间：
2017 年 11 月 03 日 到
2017年12月01日，声明
作废。

声 明
焦建兴，孙瑞云不慎

将儿子焦华威的出生医
学证明正页丢失，出生
证编号：P130423652，声
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武健）促进钢铁轧制
新技术交流，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
展。8月15日，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
国金属学会、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
司承办的“2018国际钢铁轧制新技术
高端论坛”在我市召开。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副会长迟京东、中国金属学会副秘
书长倪伟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宝
钢、河钢、鞍钢、沙钢、安塞乐米塔尔、浦
项等国内外70余家钢铁企业的200余
名代表参加会议。

期间，东北大学王国栋院士团队、
清华大学柳百成院士团队、北京科技大
学康永林教授、东北大学姜周华教授分
别围绕真空轧制复合技术、钢锭电渣锭

缺陷分析、热宽带钢无头轧制及复杂断
面型钢轧制、不锈钢品种的发展与应用
等前沿轧制技术科研成果作了主题报
告。中钢邢机等学术代表，分别就轧机、
轴承、轧辊等设备设计和制造企业新技
术、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此外，中钢邢
机所做的《全线高速钢轧辊研制》学术
报告，以其较强的技术前瞻性和用户实
轧表现，赢得了与会专家和代表的高度
关注。

论坛结束后，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中
钢邢机国家轧辊研究所、国家轧辊技术
中心、国家轧辊材料重点实验室的3C
科研平台及大型现代化轧辊生产线，对
该公司强大的轧辊技术研发能力和现
代化制造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2018 国际钢铁轧制新
技术高端论坛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 （记者闫丽静） 8 月 15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戎阳深入供
电、电信、银行部分营业厅，以及医
院、车站、公园、市政务服务大厅等
地暗访，检查点位创建工作，并就存
在的问题现场督导整改。

戎阳指出，当前我市创城工作已
进入百日攻坚阶段，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创则
必成的决心信心，扎实推动各类点位
创建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创建任务。要精准对标，认真研究吃
透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标体系和点位
要求，逐项对照、查缺补漏，做到点
位创建“无盲点”“无漏项”。要注重

细节，下一番“绣花”的功夫，真正
把功夫用足、把好事办好，尤其要进
一步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强化志愿服
务人员培训，切实发挥好志愿服务站
点作用。要营造氛围，在确保各类点
位公益广告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质量标准，做到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大力宣传以“邢台季度楷模”为
代表的各类群众身边典型，在潜移默
化中培育核心价值观。要服务群众，
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的理
念，在分类垃圾箱、便民服务设施设
置等方面更加体现人性化，精准满足
群众需求，切实把创建成果体现在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上。

戎阳深入一线督导创城工作时强调

强化临战状态
坚持精细创建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