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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鑫）距离今冬
采暖期还有1个月时间。昨日，记
者采访我市3家供热企业了解到，
目前供热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今冬全市供暖价格将暂不调
整，市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缴纳采
暖费用。

供热准备有序进行

市热力公司今年3月份供暖结
束后，便着手对设备和管网展开全
面维修改造，6月份完成了原有换
热站及供热管网的全部检修工作。
根据今年新增负荷、原有负荷及管
网分布情况，该公司于7月份与邢
台热电厂、邢台国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沟通，对今冬用热能力及
供热参数进行了确定，确保热源充
足稳定。8月19日，该公司对庭院
管网开始试水，同时对辖区换热站
内机械设备、控制系统、仪器仪
表、管网及用户采暖设施等进行全
面调试。9月底，该公司已完成具
备条件的供热主管网及原有换热站

庭院管网试水工作。10月9日开始
对保压良好的区域进行冷态循环，
10月底将所有阀门状态按照供热方
案调整到位，确保按时供热。

邢台旭阳安能热力有限公司目
前已完成供热系统检修工作，主管
网注水完毕。目前，正对供热小区
的庭院管网进行打压试水，10月底
将完成具备供暖条件用户的打压试
水工作。

邢台金昊热力开发有限公司9
月份开始对用户家中的暖气管道进
行打压试水。截至目前，各小区均
试水完毕，主管网注水已完成，可
按时供暖。

供热价格暂不调整

今年采暖费标准是否有变化？三
家供热企业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今年
集中供热收费暂按市物价局邢价管
（2008）49号文件执行，如有价格调
整，将按照物价局最新文件多退少
补。集中供热收费标准即居民采暖费
收费标准 18 元/平方米，非居民 30

元/平方米。热计量用户先按面积计
费热价金额缴纳取暖费，采暖期结束
后再按试行两部制热计量收费标准
核实热费，差额部分多退少补。

目前，市热力公司、邢台旭阳
安能热力有限公司已开始收取供热
费，邢台金昊热力开发有限公司收
费也将于10月15日开始。

市民可多方式缴费

为方便市民缴纳采暖费用，
市热力公司在去年开通微信支付
功能之后，今年又推出了支付宝
缴费业务。还增设了6台“自助缴
费终端机”，用户输入供热卡号，
即可使用银行卡或手机扫码进行
费用缴费，如有需要，也可凭借
17 位取票码在终端机上领取纸质
发票。同时，用户仍可选择在工
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邮
政储蓄、河北银行、邢台银行、
邢台农村商业银行8大银行 140多
个网点，及部分银行的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支付等

多种方式缴费。该公司还针对老
弱病残，行动不便的用户，通过
摸底登记造册，安排收费员预约
上门收费服务，方便用户缴费。

邢台旭阳安能热力有限公司热
用户可到该公司营业大厅缴费，也
可到市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及邢台银行营业网点进行缴
费，或关注“邢台旭阳安能热力”
公众号绑定供热服务卡卡号进行微
信支付。

邢台金昊热力开发有限公司热
用户可到该公司客服中心大厅进行
现场缴费；可关注“金昊热力”微
信公众号微信缴费；还可携带“金
昊热力供热服务卡”在邢台银行任
意网点或“邢台银行手机银行”缴
纳采暖费。特别提醒的是，新用户
需在金昊热力客服大厅缴费，银行
代收和微信缴费暂不受理。

市民如有供热问题，可拨打辖
区热力企业供热服务热线。市热力
公司：5995119；邢台旭阳安能热力
有限公司：3217111；邢台金昊热力
开发有限公司：2632345。

今冬供暖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供热价格暂不调整

本报记者 赵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
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
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就如何学习贯彻好新修订的宪
法精神，南和县委书记李胜敏表
示，为搞好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南
和县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通过强效学习、示范带动，让宪法
精神在全社会入脑入心。

李胜敏说，南和县把学好宪
法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
课”，把宪法学习教育列入各级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
划。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
议、县四大班子联席会都将宪法
列为必修课。同时，把宪法学习
教育作为全县党员干部教育的重
要内容，列入党校教学计划；结
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将各单位普法、执法情况
与年底绩效考核相结合，直接与
领导干部的考核挂钩。

李胜敏说，南和县注重青少年
学生群体，努力为其扣紧宪法教育
第一粒纽扣。全面建立和完善了法
制副校长聘任制度，为全县10余所
中小学校选聘了法制副校长，明确
要求每名法制副校长每学期为学校
师生上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课
不少于2次，并把宪法教育内容纳
入学校文化学习课程，纳入到义务
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中学“思
想政治”等教材。目前，已在全县
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宪法学习活动
60余场，万余名中小学生接受宪法

教育。
李胜敏说，南和县将丰富宪法

宣传形式，实现基层宣传教育“全
覆盖”。南和县结合“七五”普法规
划实施，把宪法学习宣传作为全民
普法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将贯彻
实施宪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
体规划。把弘扬宪法、法律法规与
地方文化融于一体，打造“宪法宣
传一条街”，以名言警句、漫画等通
俗易懂的形式诠释宪法精神；在县
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充实宪法内容，
注入法治文化元素；在农村高标准
创建以宪法元素为主的法治小公园
150余处，丰富和拓展了法治宣传
教育内涵和途径。

让宪法精神入脑入心
——访南和县委书记李胜敏

本报讯（记者孙建伟 通讯员
郑益言）近日，宁晋法院对刘某某
等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虎某某
等8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以及马某
恶势力犯罪案进行了集中宣判。

刘某某犯罪集团案
2014至2017年11月期间，被告

人刘某某、菅某某、刘某某、刘某
某、寇某某、李某某等人，经常纠
集在宁晋县小南海市场附近，逐渐
形成了以刘某某为首的恶势力集
团，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菅

某某、刘某某、寇某某、李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要挟手段，
索取他人财物，其中刘某某、菅某
某敲诈勒索数额巨大，刘某某、寇
某某、李某某敲诈勒索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
人刘某某、菅某某、刘某某、刘某
某、寇某某、李某某还以要挟手段
强迫他人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其
行为还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刘
某某、刘某某、寇某某还非法拘禁
他人，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
还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刘某

某、菅某某、刘某某、刘某某、寇
某某、李某某均是一人犯数罪，均
应数罪并罚。法院依法对6位被告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至2
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虎某某等8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和马某恶势力犯罪案

2017 年以来，被告人马某某、
王某某、虎某某等人在廊坊市火车
站附近，通过网罗被告人王某某、
马某某、田某某、虎某某、马某某
及同案犯马某（因犯罪时未满18周
岁，被公诉机关单独提起诉讼）等
人，多次以到建筑工地务工为名，
在河北及周边省市建筑工地通过制

造事端，阻挠施工，进而胁迫工地
负责人给付财物，形成了较稳定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认为，被告人虎某某、马某
某、王某某、王某某、马某某、田某
某、虎某某、马某某以及被告人马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犯实
施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犯罪
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法
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其具
有的从轻、从重情节，依法判处被告
人虎某某、马某某、王某某、王某某、
马某某、田某某、虎某某、马某某、马
某有期徒刑4年 5个月至8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

宁晋法院集中宣判恶势力犯罪案

本报讯（孙建伟 巩景民）从市
商务局获悉，我市亿盛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在越南投资的玻璃厂近日建成投
产。这是我省首家在境外建设投产的
玻璃企业，也是我市开展国际产能合
作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位于越南广南省三歧市，
总投资4500万元，年产量57万重量
箱，生产4种花型。其压花玻璃原片

钢化成品率约95%，在越南销售情况
良好，一年毛利约1600万元。

据悉，近年来越南平板玻璃市场需
求旺盛，缺口较大。该项目符合越南国
家的产业政策及投资导向，是越南重点
引资项目。该项目的建成，将带动我国
玻璃技术装备出口，同时带动越南地方
经济发展，扩大其劳动力就业，具有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亿盛科技越南玻璃厂项目建成投产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李静娴)
威县孙家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孝道村，
也是全市首个信用村。孙家寨的诚信
户不需任何抵押物，就可从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获得贷款。

村民付贵岗做生意，急需资金。
因他获评信用特优等级，轻松贷到8
万元信用贷款。“原来贷款还要抵押
物，现在非常方便。”付贵岗说。

为何孙家寨能成为信用村？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负责人介绍，信用等
级评定标准分为4大项10小项，诚信
等道德指标是重要的考核内容。

孙家寨成为信用村离不开村党
支部书记付宏伟的影响。2010 年年
底，付宏伟放弃在外做得红红火火
的药品销售生意，怀着“百善孝为

先、尽孝不能等”的朴素信念回到
孙家寨，拿出所有积蓄开办孝道讲
习班，免费为孤寡贫困老人提供三
餐，每月初一、十五为全村乃至十
里八乡的老人做饺子宴。8年来，孝
道文化滋润着每个村民，孝老爱亲
的村风民风日渐浓厚。

好村风，让孙家寨获得了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的青睐。2016年，经综
合评定，孙家寨村被授予“信用村”
的称号。除常年外出打工11户和留守
老人17户外，孙家寨其余的242户没
有一户存在失信问题，均被授信。村
民凭借评定的信用等级，无须任何抵
押就可获得相应额度的信用贷款，用
于自身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信用贷款帮孙家寨解决了发展中
的资金难题。付宏伟说，信用村的荣
誉群众都非常珍惜，讲信用让村子发
展的后劲更足。

孙家寨：从孝道村到信用村

学习宣传宪法 贯彻实施宪法·高端访谈

扫 黑 除 恶 在 行 动

诚信建设看邢襄

邢台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0月10日)

前三名

后三名

县市区
新河县
清河县
南宫市
沙河市
桥东区
临西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3.77
3.86
3.89
6.03
4.46
4.40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武健

直到今天，吴洪甫仍过着简朴的
生活。他和老伴儿最常吃的菜是咸
菜。他常穿的T恤，是县武装部发的
纪念衫。2014年7月，他应邀回部队
参加活动前，家人花几十块钱给他买
了一件蓝色上衣。这是他最好的衣
服。

有很多人问他：“同样立了功，看
别人升官发财，你心里平衡吗？”

“可我看到的是，许多当年的战
友，至今音讯全无！”吴洪甫说。

“英雄营”的光荣榜上，获个人一
等功的有248人次。在吴洪甫看来，
军功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英雄的
国度造就了英雄的部队，光荣的使命
成就了光荣的军功。军功，是对英勇
奉献的记载，不是求得利益的筹码！

“洪甫同志一次获提前晋衔，一
次立一等功，可享受省部级劳模荣誉
津贴。可他一直没找过。”吴洪甫昔日

的老战友毛景堂说。“老吴对自个的
事儿很少上心。”广宗县民政局干部
宋惠曼说。

“多出力气，嫑找麻烦，是俺吴家
的规矩。”吴洪甫的二弟吴洪生说，

“俺爷爷是烈士，俺奶奶在世时从不
让找政府。大哥也就是立个功呗，家
里不觉得是多大个事儿！”

在槐窝村，吴洪甫仍住在30年
前盖的旧房子里，坦然当农民。

只是，身居田园，不失“兵心”。退
伍后的他一直怀念兵营的生活，关注
着部队的信息。看电视时，遇到军队
的消息，特别是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的消息，看得特别认真。2016 年元
旦，得到火箭军成立的消息时，他兴
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赶上农
闲，早晨或者傍晚，他就在自家小院
里打上几趟军体拳。

最近几年，他还当起了校外义务
辅导员。在吴洪甫的影响下，他家的
后辈中又先后走出了3名军人。

放 下 军 功

10 月 11 日，
邢台县税务局组织
专业骨干深入辖区
企业、机关、学校等
单位场所，通过设
置宣讲台、张贴宣
传画、发放新个税
宣传资料等形式，
宣传讲解新个税惠
民新政，全力为纳
税人办税提速减
负。

（李国新 摄）

吴洪甫的故事⑨
声 明

冀E6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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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会
生

声 明
范奎良、魏红菊不

慎将儿子范春浩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页丢失，出
生证编号：F130912500，
声明作废。

2018年 9月 8日在清河
县大成小区北 1.5公里处路
边捡到女性弃婴一名，年龄
约7天左右，营养不良，只有
皮包一个、小被子一个、一
桶奶粉。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清河县民政局联系，电
话：0319—8166830，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
法安置。

认领启事

灭失声明
董 现 重 名 下 机 动

车 冀 EMC336 ，车 辆
型 号 ：DY150ZH-9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LATZCKZY5B3010451，
发动机号：B0372799，由于
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
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由此产
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
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
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现申请办理注销
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 明
吴占伟不慎将河北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丢
失 ， 发 票 号 码 ：
13261272，发 票 代 码 ：
1300151320， 金 额 ：
12036.53 元，开票日期：
2017年08月22日，声明
作废。

近日，位于隆
尧经济开发区的
河北青龙剑钉业
有限公司员工在
操控机床。

近年来，隆尧
县积极引导制钉企
业转型升级，提升
了产品竞争力，50
多家五金制钉企业
产量占全国市场
80%，产品出口美
国、俄罗斯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黄涛 摄） 日前，市委组
织部开展“弘扬爱
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爱国
奋斗现场教育活
动，组织近百名市
管优秀专家及燕赵
英才卡持有人来到
郭守敬纪念馆参
观。

（张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