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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国强 武健

提起老兵吴洪甫，广宗县民政局
干部陈伟很有感触。

“第一次见到吴洪甫老人，是在
2009年的那个夏天。”陈伟说，那天，
她跟随同事一起下乡发放优抚金，结
果碰上一位热心肠的老人。

“到了件只乡，一进乡政府门
口，就看到一队排列整齐的队伍从
办公室里面延伸到外面。那天的天
气特别热，就见一位老人跑前跑后
地招呼着优抚对象，指挥大家按次
序排队。等开始发放优抚金的时候，
他就帮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叫人名，
叫到谁谁进来。有的优抚对象拄着
拐，他就搬个凳子让人家坐在那里；
有的优抚对象行动慢，他就搀扶着
人家走到前面摁手印领钱。来来回

回几十趟，汗水湿透了他的T恤衫。
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穿的那
件T恤上印着‘广宗县民政局八一
建军节纪念’的大字。当时我心里一
直纳闷：这个热心老汉，这么大年纪
了，不像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呀，难道
是政府看大门的吗？等到优抚金发
放拉近尾声时，我听到一个同事喊：

‘老吴，快歇会吧！忙活完别人，轮到
你了。看看，每次你都是来得最早，
领得最晚。’我恍然大悟：他也是一

个优抚对象！”
陈伟说，吴洪甫走后，她从同事

口中得知，这个黑瘦老头，竟然是一
等功臣，曾经两次打下美制“U-2”侦
察机！当年，吴洪甫还曾经受到毛主
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他的部队还被国防部
授予“英雄营”称号！这样的大英雄，
竟然就在自己身边，竟然和普通的老
百姓一个样！他忙前忙后老半天，却
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一个！

最 后 一 个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 日前，
我市出台《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
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从九个方面
为电梯质量安全上“保险”，确保人
民群众安全乘梯、放心乘梯。

从源头上抓好电梯质量提升，
加强电梯制造销售环节监管，严防
不合格电梯流入我市；严格新装电
梯安全监管，提高监督检验质量，
确保电梯本体质量和安装质量符合
国家安全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

聚焦没有物业管理、维护保
养和维修资金的“三无电梯”，建

立及时发现、及时消除隐患的工
作机制，对“三无电梯”以及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电梯实行挂牌
督办，落实整改责任和资金安
排，尽早实现并保持全市“三无
电梯”的清零状态。

加快推进电梯维护保养监管信
息化，按要求完成全市电梯维保单
位数据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和数据录
入工作，实现对全市维保单位作业
人员以及在用电梯维保状况的信息
化监管，全面提升维保质量。

建立完善96365电梯应急救援

体系。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建立完善96365电梯应急救援
平台并纳入本地应急救援体系，探
索设置专门电梯应急救援机构和人
员，统一负责电梯应急救援工作。

完善电梯数据管理系统功能，
借助信息化手段巩固和提升全市电
梯网格化安全监管水平。2019年底
前，实现电梯网格化安全监管的信
息化管理。

同时，《方案》还对落实电梯安
全主体责任、加强电梯企业自律与
诚信建设、优化发展“保险+服务”

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电梯

数量增长较快，年增长率超过
40%。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在册
电梯16625台，预计明年电梯数量
将超过 2 万台。《方案》 中提出，
到 2020 年，将形成权责清晰、职
责明确的电梯质量安全监管长效
机制，推进电梯安全管理专业
化、信息化、社会化，建立完备
的全市电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
台，电梯万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等低于国家规定指标。

我市出台《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方案》

确保群众安全乘梯

本报讯（实习记者吉安东）和阳
镇是南和县村“两委”换届试点镇，
该镇历时 48 天高质量完成 35 个村

“两委”换届工作。
和阳镇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三

步走”和“四个换届”要求，逐村进行研
判分析，强化管理和监督，所有行政村
的审计工作在换届工作前全部完成，
该镇坚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坚持多措并举，实施了调优配强村
党支部书记、劝退不宜提名的党支部
书记、物色一批拟任的党支部书记、优
化党支部书记队伍结构、“两谈”“一
审”“四举措”等有效措施，为全市换届
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标杆。

据了解，该镇沙道村是换届老大
难，镇党委提前介入，借势借力化解矛
盾纠纷；换届前任命邻村一名优秀党
支部书记跨村兼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提前介入工作，并在换届中成功当选
下一届党支部书记；在换届过程中，该
镇加大宣传力度，将宣传画张贴到各
村主要街道等工作，镇党委按照“1568”
和“一人兼”的要求，届前调整村党支
部书记三人，按照“五选十不选”要求，
通过严格审查取消了五名村“两委”候
选人资格。同时，该镇还邀请县委组织
部负责人分别就相关任务进行了全方
位、立体式培训，一方面实行全程录
像，另一方面严查违纪，确保做到环节
不落、程序不乱、标准不降，进一步净
化社会环境，严格换届纪律，高质量完
成了换届工作。

南和县高质量完成“两委”换届工作

孙创宇 高敏

邢台县西坚固村在大沙河北岸，
虽没有集体收入，但美丽乡村建设却
搞得有声有色。

西坚固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始
于 2005 年，期间整修了街道，建
设了小花园。2015 年，在县里支
持下打了一眼甜水井，告别了吃
水库水的历史，实现全天 24 小时
供自来水。还通了天然气。去年
底至今年5月，集中进行了厕所改
造，穿村公路北侧的农户全部拔
掉旱厕，改为水冲式厕所。路南
老村的旱厕也都拆掉，修建了7座
水冲式公共厕所。

在西坚固村采访，闻听干部群众
述说这新生活，新感受，他们由衷地
感叹，美丽乡村建设，让西坚固村发
生了新变革。

“有女要嫁西坚固”

在西坚固村村委会，有几位村民
前来办事，说到变化，好几位村民都
很自豪地说：俺村没有光棍汉。到了
谈婚论嫁的岁数，小伙们都能找到称
心如意的媳妇。为啥？就是因为西坚
固美丽乡村建设搞得好。

仅吃井水一项，就令周边的好几
个村羡慕不已。这一带属于浅山丘陵
区，地下找水很难。原先西坚固村与
其他村一样，都是吃的朱庄水库水渠
的水，水质不好还常常受到粪便等污
染。为了打口好水井，村双委争取到
上级水利部门立了项，但需要村里按
比例自筹配套资金。村集体没有收
入，村党支部书记梅小林就自己垫
付，保证水井施工顺利完成。由此，村
民们吃上了甜水，全天候供水，村民
只掏用电的成本价。

“村里干干净净，吃的优质自来
水，用的天然气，家有卫生间，天天能
洗澡。在周边村只要一提往西坚固说

婆家，很多姑娘都愿意。”

“起夜不再犯愁”

去年以来，村里集中进行了厕所
改造。第一期路北的农户全部改造完
成。这次改造中，每户拔掉旱厕，建起
坐便式卫生间后，由县里直接明补户
里500元。羊范镇给村里提供了污水
管道，十几万元的安装费没有着落。
梅小林对班子成员说：“别犯愁，安装
费由我垫上。”

到今年5月，路北的农户都建起
装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村民秦兵朝
的媳妇儿娘家是重庆丰都的，这个操
着川东口音的妇女快人快语：“我们
老家也搞美丽乡村，可没有西坚固搞
得好。现在那里有了自来水，可还没
有天然气，没有改厕所。”

村民董社平说，以前半夜跑肚拉
稀，都得往外跑。现在家里有了卫生
间，起夜不犯愁喽。

“干群关系更融洽”

美丽乡村建设，也让西坚固村
的干部群众关系更融洽更紧密了。
从 2005 年开始，村干部在集体没
有收入的情况下，连续实施了多项
民心工程，梅小林一人就垫付了10
多万元的资金。村民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分享着美丽乡村建设的
成果，对干部更加信赖，也更加支
持。

梅小林说，2005 年改造时，拆
迁工作非常艰难，他当时就瘦了10
多斤。去冬今春的厕所改造，拆掉
了近百所旱厕，为扩路还拆掉了几
户人家的房基。没有一户阻拦，没
有一户提要求，都表示，需要拆啥
就拆啥，没有二话。

让梅小林感动万分的是，今年
农村双委换届，梅小林在党支部换
届选举大会上全票当选党支部书
记，而且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全票
当选村委会主任。“全票，这是多
大的信任啊！凭这，我也得把村里
搞好。”

西坚固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孙建伟

“我们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以坚决
的态度、扎实的举措担当尽责，强
势推进。”近日，邢台经济开发区公
安分局局长司永辉接收采访时说。

作为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的主阵地，邢台经济开发区征地拆
迁多、工程项目多、企业商户多，

社会治安复杂。今年以来，邢台经
济开发区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
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
扫黑除恶和加强基础建设结合起
来，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
无恶治乱”，出重拳、下狠手，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了一批黑恶势
力，形成了压倒性态势。

司永辉说，开发区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先后召开2次党委会、9

次主任会、2次三级干部大会、11
次专题推进会，就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进行安排部署，并结合实际
扩展了5个重点打击领域，确保打
准打狠打出实效。同时，广辟渠
道，深挖彻查。发布举报公告，
设立举报箱，开展有奖举报；建
立网络问政平台、制定社情民意
收集分析办理机制和扫黑除恶

“大走访、大排查、大宣传”活动
方案等，拓宽线索收集渠道，提
高群众的参与度和知晓率。还对
近年来的信访、治安、职务犯罪
等案件进行梳理，对涉黑涉恶线

索进行排摸。目前已打掉涉恶类团
伙多个，维护了一方平安。在区网
站、电台、报纸、微信公众号开辟
专栏，在区域主干道、显要位置滚
动播放扫黑除恶公告和宣传广告，
在镇村悬挂条幅标语、进行大喇叭
广播，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司永辉表示，下一步全区将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
识”，践行“两个维护”，不断加大
线索排查力度和依法打击力度，坚
持“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
伞”，以铁的担当和雷霆手段，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担当作为
——访邢台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司永辉

近日，邢台县
中心医院举办百名
孕妇瑜伽公益活
动，普及孕妇瑜伽
有关知识，倡导优
生优育 价 值 观，
118名孕妇参加活
动。（刘宏新 摄）

近日，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
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调试应急
救援灭火机器人。该公司是一家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消防应急救
援特种装备的高科技企业。目
前，已获专利50项。

近年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引导相关企业
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智能硬
件等产业，以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制造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升级。

（院红 谢晓燕 摄）

本报讯（记者王艺）近日，记者
从市公安局大曹庄管理区分局获悉，
该局经过缜密侦查，扩线深挖，抓获
两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破
获敲诈勒索案6起，涉案金额达20多
万元。

今年8月，2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
罪嫌疑人以曝光裸照、伤害身体等手
段对1名受害人进行要挟，敲诈现金
3.5万元，受害人向市公安局大曹庄管
理区分局报警。接受报警后，该局立
即安排精干警力开展侦查，并发现2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曾利用相同手段敲
诈其他人的线索。侦查人员广泛利用
社会关系和特情耳目收集案件线索，
逐步落实 2 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年 2
月、3月实施的2起敲诈案件，并说服
受害人打消顾虑出面作证，最终坐实2
名犯罪嫌疑人敲诈勒索他人的犯罪证
据。据了解，自2017年9月以来，2名犯
罪嫌疑人前后6次采用相同手段进行
敲诈勒索，共敲诈勒索6名受害人20
多万元。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
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市公安局大曹庄管理区分局

破获系列敲诈勒索案

本报讯（胡玉生） 10月10日，副
市长、市公安局长陈少军到宁晋县看
守所、拘留所调研指导工作。陈少军
一行实地查看了宁晋县看守所、拘留
所监控室、医务室、收押检查室、监
区以及监所食堂等建设运行情况，详
细询问了看守所、拘留所警力配置、
值班备勤、后勤保障、在押人员管
理、收押工作流程规范等情况。

陈少军强调，监管岗位性质特
殊，安全是永恒的主题。一方面，要
始终树牢“监所之内无小事”意识，
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规范执行各项规
章制度和程序要求，及时排查各类风

险隐患，确保监所和在押人员绝对安
全。尤其要提高警惕，确保外出劳
动、保外就医、辨认现场等环节不出
问题。另一方面，要坚持软件硬件一
起抓，在抓好各项硬件建设的基础
上，坚持提素质、强能力，把政治建
警、素质强警、从严治警、文化育
警、从优待警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教
育训练，注重人文关怀，保持公安监
管队伍的生机活力。同时，还要坚持
改革创新，大力推进公安监管工作理
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
提高公安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

陈少军到宁晋县看守所拘留所调研

不断提高公安监管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声 明

声 明
陈延福（张天意）不

慎将位于临西县平安街
南七巷14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2001150
和房产证丢失，证号：
5459，房 产 证 编 号 ：
00000522，声明作废。

冀 E265T2 号 小 型
机动车已在车管所办理
注销登记，声明因号牌、
行驶证、登记证书丢失
作废。

机动车所有人：南岩

声 明
李昭慧不慎将天合

嘉园35#楼7#地下室款
收 据 丢 失 ，号 码 ：
0022617，金 额 ：13000
元，开具日期：2015 年 7
月23日，声明作废。

声 明
张少辉、陈国霞不

慎将儿子张梓锋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页丢失，出
生证编号：L131353847，
声明作废。

张占武将位于桥东区
东大街 87 号 1 层 3 号房，1
层4号房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遗 失 ，证 号 ：邢 市 字 第
04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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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不动产登记证明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占武

2018年10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

声明

吴洪甫的故事⑧

扫黑除恶在行动——系列访谈

记 者 走 基 层

时政要闻

“两委”换届看典型

邢台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0月9日)

前
三
名

后
三
名

县市区
邢台县
开发区
新 河
平乡县
广宗县
威 县

名次
1
2
2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3.67
3.69
3.69
5.10
4.82
4.81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通讯员
王聚芬）10月 10日，2018中国·邢台
第三届“浆水苹果”文化节在邢台县
浆水镇抗大陈列馆广场上拉开帷幕。
当日，来自广东、广西、山西等多地
的客商齐聚浆水镇，参观、品鉴“浆
水苹果”等邢台县各类农产品，其中
18家客商现场签约订购。

据悉，邢台县发展苹果种植 8 万
亩，覆盖260个行政村、年产量达13万
吨，苹果产业已成为该县西部山区10

万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邢台
县从注册区域公用品牌“浆水苹果”入
手，逐步建立起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构建了完整的苹果品牌体系。此外，还
通过开设品牌形象直营店、线上线下营
销等系列工程提升品牌知名度，并积极
拓展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目前，该县
建设了1万亩“浆水苹果”标准化生产
基地，并建立二维码质量追溯体系，大
大提高了产品公信力，实现了“果品升
级、果业增效、果农增收”的良好效果。

我市第三届“浆水苹果”文化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