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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8月21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7月底，全
市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达到479330
户，位居全省第三，每万人拥有市
场主体已达655户。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一切
为了发展，一切服从发展”的理
念，继续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
力促进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快速增
长。1—7月份，全市新登记市场
主体 57581 户，平均每天诞生市
场主体274户。

在所有市场主体类型中，私营
企业发展速度最快，1—7月份，私
营企业总量增长率均保持在25％
左右。截至7月底，全市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总量达471013 户，占全
部市场主体总量的98.26%，逐渐
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截至 7 月底，全市在册个体
工商户总量达346260户，从业人
数84.61万人，较去年年底分别增
长 11.58%和 11.78%，个体经济的
发展吸纳了大量社会人员就业，
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就全市各
类市场主体产业结构来看，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市场
主 体 总 量 的 3.27% 、 19.42% 和
77.31%，其中第三产业累计市场
主体比 2017 年底多 20125 户，同
比上升 5.9％。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制造、居民服务等行
业持续较快增长。

我市市场主体总量突破47万户
位居全省第三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8月21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
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
共查处各类涉林案件76起，处理
违法犯罪人员80余人，行政罚款
80余万元。

针对涉林违法犯罪季节性特
点，我市突出重点，扎实开展了金

钺、金网、金剑、禁种铲毒等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了野外违法用火、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及非法采挖、运
输苗木、盗伐滥伐林木等违法犯罪
行为，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安全，
维护了林区治安稳定。

针对林业执法点多面广的特
点，市县乡村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林业、工商、公安、市场监

管、卫生防疫、铁路、交通等部
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执
法监管合力，确保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

坚持宣传教育与打击并重原
则，通过发放明白纸、刷写张贴
标语、悬挂条幅、媒体曝光等多
种形式，深入开展林业法律法规
和政策宣传，提高广大群众保护

森林资源的意识，营造人人参与
森林资源保护的良好氛围。

据悉，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林地面积 570 万亩，湿地面积
35.2 万亩。另外，我市野生动植
物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西
部太行山区共有野生陆生脊椎动
物 187 种；野生植物资源共 1008
种次。

全市查处各类涉林案件76起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实习记者
籍明泉） 8月21日，太行山文化带建
设交流会筹备工作研讨会召开。副市
长邓素雪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据介绍，首届太行山文化带建设
交流会计划于8月27日至30日在我市
举行。届时，来自北京、河北、河
南、山西等4省直辖市22个市的文化
领域专家将齐聚邢襄，共谋太行山文
化事业发展。研讨会上，全市文化领
域专家代表就抓好太行山文化带建设
分别发表了意见，主流新闻媒体、文
化界、文化企业代表参与了讨论。

邓素雪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此次研
讨会站位高、方向明，对问题研得深、议
得实，拉开了太行山文化带建设交流会
的序幕。大家要进一步增强办好太行山
文化带建设交流会的决心和信心，切实
担负起文化建设责任和文化振兴使命，
一如既往地集中智慧和力量，对太行山
文化带建设工作予以大力支持。要广泛
深入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各界
参与到太行山文化的传播中来，吸引全
国各地专家、学者以及国内优质资源向
太行山聚集，向邢台聚集，努力开创太
行山文化建设新局面。

太行山文化带建设交流会筹备工作研讨会召开

开创太行山文化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王琳）近期去七里
河体育公园游玩的市民发现，道路两
侧的树木在“打点滴”。这一现象引来
市民好奇围观，但也出现个别人“拔
管”或破坏现象。

昨天，记者从七里河建管处获
悉，“打点滴”用的是一种树木营养
液，经稀释后装入吊针袋中，在树干
上打孔注射，可以快速补充树木水
分、营养。每年从4月份前后开始，他
们都会对新种植及长势不好的树木

“打点滴”，对树木进行营养补充。但

七里河建管处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
巡视中发现，一些游客总是好奇想拔
出点滴管。在一次巡查时，竟发现有
20余处大树“点滴袋”有破损或针头
被拔、掉落的情况。

在此，记者呼吁广大游客，要热
爱自然，爱护树木，不要因为好奇而
拔掉大树的营养液点滴管。

另外，记者在七里河体育公园还
发现，木槿树的树木支撑被人为弄断、
树木和绿化带被车辆生生轧出一条道
路、公园篮球场的护栏网遭破坏等问
题。虽然门口写着“禁止一切车辆及宠
物入园”，但是一些市民熟视无睹，无
障碍通道成了车辆进出的通道。

树木“打点滴” 有人却“拔管”

根据邢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统计，7月份共收到监督上报各类城市管理案件18342件，结案15522件，结案率84.63%。
现将市区及“卫星城”案件处理情况、综合考核排名通报如下：

邢台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8年7月数字城管责任单位案件处理情况的考核通报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通讯员
申付国）“在京创业的李向阳，
是村民公认能带领群众致富的

‘领头羊’，在今年的换届选举
中，他成为高三村党支部书记兼
任村委会主任。”日前，沙河市
桥东办事处党委书记刘占平在接
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本着“能人
治村”的换届思路，此次辖区换
届的 15 个行政村和两个社区，
共调整党支部书记 8 人，占比
53%；新任党支部书记中致富带
头人14名，占比93%。

据介绍，换届前夕，按照
“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和
工作能力强、致富带富能力
强”的“双高双强”标准，该

办党委明确了向年轻党员群众
倾斜、向党员民营企业家倾
斜、向致富带头人倾斜、向在
外经商能人倾斜、向威信较高
的优秀人才倾斜的“五个倾
斜”选人导向，多渠道物色和
鼓励“能人型”“致富型”“示
范型”人才回村参选，为推动
基层经济事业发展提供组织保
障和人才支撑。

换届过程中，坚持党管换
届，完善人才储备。大力引进致
富模范和年轻干部，在完成换届
的15个行政村中有14名党支部
书记为致富带头人，普通店村

“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8岁，两
个社区支委成员平均年龄 32
岁，明显改善了各村 （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
知识结构。

沙河市桥东办：

“能人治村”助推乡村发展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李萍 裴海潮）第二十五届中
国·清河国际羊绒及绒毛制品交
易会将于9月20日至22日在清
河县举行。

据了解，此次交易会以“绒
耀四十 致敬时尚”为主题。交
易会期间，将举行羊绒制品、纱
线、原料、其他动物纤维、针织
机械、辅料展示，并将采取多种
形式进行技术、人才、设备等多
领域的贸易洽谈和业务交流。

交 易 会 将 重 点 围 绕 “ 品
质”与“时尚”展开，通过举
办时尚走秀、品牌形象和吉祥

物发布、羊绒服饰流行趋势发
布等更具时尚气息的活动，展
示清河羊绒产业转型升级的最
新成果。会上开启线上线下两
种交易模式。在羊绒小镇设立
50个展位，按照传统模式进行
线下交易，50余家清河优质商
家将借助阿里巴巴1688平台进
行线上展示。通过在羊绒小镇
举行清河羊绒发展四十周年暨
羊绒制品市场成立十周年文艺
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等，吸引周边地区的游客来羊
绒小镇旅游购物，让产品交易
与文化旅游同步推进。

清河羊绒交易会将于9月20日至22日举行

“两委”换届看典型

近日，邢台银行达活泉支行在走访对接中了解到，保障房住户普遍希
望房租和物业费缴费更加便利，他们迅速组织开展上门服务并开通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及现金等多种缴费渠道，方便群众缴费。目前，他们已为
2100多个家庭提供了租金和物业费缴费服务。 （李凡波 摄）

近日，桥西区盛世公馆社区免费举办少儿智力开发培训班。他们聘请
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小区为孩子们讲课。 (胡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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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光 台

三区一县
市城管综合执法局

市城管综合执法局

邢台县

桥东区

桥西区

开发区

相关责任单位

市民政局

市煤气热力总公司

市公安局

市体育局

市环保局

市水业集团

市供电公司

市电信公司

应结案数

10713
115
2298
3007
1451

应结案数

31
24
4
92
4
97
93
5

按时结案数

8939
106
2071
2568
802

按时结案数

31
24
4
92
4
86
82
4

总得分
（满分90）

80.5
79.88
79.4
76.71
52.34

总得分
（满分100）

100
100
100
99.8
99

92.02
90.44
84

排 名

1
2
3
4
5

排 名

1
1
1
4
5
6
7
8

相关责任单位

市移动公司

市联通公司

市交警支队

市交通运输局

广电网络邢台分公司

市建设局

市城通公司

市邮政局

注：市房管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消防支队、市规划局无案件。

县（市）

沙河市

任 县

南和县

内丘县

数字城管系统平
台运行情况得分

31
31
31
30

应结案数

50
27
511
10
2
58
69
2

现场检查
得分

49.7
49

48.7
49

按时结案数

40
20
427
6
1
28
19
0

专项考核得分

9
9
9
9

总得分
（满分100）

82.18
82.06
79.77
67
60

54.72
38.06
19.9

总得分
（满分100）

89.7
89

88.7
88

排 名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排名

1
2
3
4

声 明
何云峰、梁丽芳不慎

将儿子何弈辰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P130675936，声明作
废。

声 明
李建超、李瑞许不

慎将儿子李世博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M130328652，声明
作废。

声 明
王现伟、李景霞不慎

将儿子王子龙的出生医
学证明正页丢失，出生证
编号：M130579294，声明
作废。

声 明
豆丽友、卢楠不慎将

儿子豆昭呈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出生证编号：
L131353249，声明作废。

积极参与PM10专项治理斗争，检举揭发扬尘“制造者”！

（上接第一版） 2020年底前，设区市
主城区或县城及周边具备条件的钢铁
企业基本完成退城搬迁。

同时，河北将推进工业企业达标
排放改造，以钢铁、焦化等行业为重
点，对标世界一流水平，对具备改造
条件的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对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定期开展“回头
看”，坚决防止死灰复燃和虚假整改，
实现“散乱污”企业彻底“清零”。

针对机动车、船污染，河北将以
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整治为抓
手，统筹开展油、路、车治理。完善

机动车遥感监测网络，建立“天地车
人”一体化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建
立机动车排放违法联合处罚和责任追
究机制，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
非标车、船用燃料行为。改善道路货
运结构，2020年底前，铁路货运比例
较2017年增长40%。

河北还提出加强与京津及周边地
区重污染天气联合会商和联防联控，
统一预警分级标准、信息发布、应急
响应，适度提前采取应急减排措施，
有效降低污染程度。到2020年，全省
平均重污染天数比2015年减少25%。

本报讯（记者谢霄凌）8月21日，我
市召开主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座谈会暨
第三十八次“科学治霾、协同治霾、铁腕
治霾”联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周永会主持会议并讲话。

周永会指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
治理有力度、有提升、有改善。要围绕
如何巩固月排名优势、如何将夏季攻
势成效显现出来、如何精准降低大气
污染指标、如何对我市主城区工业企
业实施搬迁和深度治理等问题，排查
原因，精准施策，进一步梳理思路、明
确目标、加压发力，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和质量。

周永会强调，要根据当前最突出

的问题和主要污染因子，制定具体有
效的措施，全力以赴完成目标任务。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摸清底数，
将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作与产业升
级、城市布局调整等要素紧密结合起
来，帮助企业提档升级、做大做强。要
全面落实好《关于主城区进一步严控
SO2、NO2、CO排放的强化措施》，突出
抓好扬尘治理、大型车辆管控等工作，
确保完成今年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目标任务。

会上，PM2.5小组专家分析了我市
大气污染形势，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
议；与会人员就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下
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

周永会在主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座谈会上强调

精准施策 加压发力 深度治理

本报讯 （记者闫丽静） 8 月 21
日，创建文明城市窗口服务环境和市
民素质提升两个专项指挥部召开调度
会，学习贯彻市委书记王会勇近期关
于创城工作系列批示指示精神，通报
问题、研究对策，部署任务、强化落
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两个专项
指挥部指挥长戎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戎阳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今年既是开局年、更是冲刺年。当
前，创城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要进
一步强化领导、搞清标准、开动脑
筋、树立标杆、主动督导，推动窗口
环境和市民素质持续提升。要再增信
心、再鼓干劲，秉持“事在人为、事

靠人为”的理念，进一步坚定创则必
成的决心和信心，以攻坚态势做好窗
口服务环境和市民素质提升两项创建
工作。要精致细致、追求卓越，在细、严、
精上下功夫，抓紧补齐补全窗口创建元
素，持续提升窗口服务水平，以优质服
务赢得人民群众认可。要舆论先行、声
势常在，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培育推出
一批创建标准高、群众满意度高的标
杆典型。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进一
步强化组织推动、强化目标责任、强化
督导督查，以过硬手段圆满完成创建
任务，确保始终走在全市九大专项创
建工作前列，为实现“首年占优”目标作
出应有贡献。

戎阳在创建文明城市专项指挥部调度会上强调

增信心 鼓干劲 下苦功
推动窗口环境和市民素质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