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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王卫兴）
11月 24日，全市“项目建设周周促”
活动走进宁晋县，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周永会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该
县重点项目建设进行调度。

周永会一行先后来到石药集团宁
晋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和国家电投集
团宁晋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现场，详细
了解项目进展、下一步计划和存在问
题，叮嘱相关负责人要全力推进，协
调联动，确保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
产、早日见效。

周永会强调，我市组织开展的“项
目建设周周促”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各
县市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发了

项目建设“加速度”，在新一轮的工作
中，各县市区要将项目建设重点转到促
投产、促完工上来。各县市区和相关部
门要继续为重点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
境和条件，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项目建设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和时间
节点，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
提下，全力加快施工建设进度，力促重
点项目尽快投产。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强
化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
抓招商、上项目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坚
决克服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全力谋
划好明年重点项目建设任务，靠持续努
力推动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再上
新台阶。

周永会在宁晋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指出

全力推进 协调联动 早日投产

本报讯(邢组轩)近日，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乔朝英深入联系县宁晋
县，就扶贫、项目建设、档案管理、
巡河等工作进行调研。

在扶贫联系点白木村，乔朝英深
入包联贫困户耿福利、马增卫家中，
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物品，详
细询问身体、收入情况，查看帮扶资
料和冬季清洁取暖设备使用。他要
求，切实用足用好各项政策，结合县
域发展特点，发挥好县乡村三级作
用，持续改善贫困户生活质量，实现
早日脱贫稳定脱贫。

在包联项目现场，乔朝英深入了
解分包的石药集团宁晋生物科技产业
园项目和中科鑫宝PPO新材料项目近

期建设情况，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他要求，加大对省市级重
点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带动当地经济
快速发展，实现政府和企业共赢。

在宁晋干部信息管理中心，乔朝
英详细了解档案集中化管理情况，给
予充分肯定。他要求，必须确保档案
安全，在做好集中化基础上，同步开
展数字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工
作流程，方便档案查询管理。

在巡河期间，乔朝英先后到北沙
河内章村段、洨河北董桥段，实地察
看河道“四清”工作。他要求，严格
落实河长制，巩固好清理整治成果，
加强日常巡护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杜绝问题复发，切实保障河道安全。

乔朝英到宁晋县调研扶贫、项目建设、档案管理、巡河工作

高质量抓好当前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提起卫生院院长王存志，临西县
下堡寺镇农民不无感慨：他是咱乡亲
们身体健康的守护人！

36年前，王存志在吕寨镇卫生
院就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小病
不去医，大病没钱医”是农民健康生
存的痛点，出生农村的他立志在乡村
医生这个岗位上为乡亲们服好务。在
吕寨卫生院工作26年，吕寨每家每

户，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
物过敏，他心里都一清二楚。每天面
对那么多不同的病人，他都不急不
躁，视病人如亲人。吕寨村李保修，患
有坠积性肺炎，因家庭贫困，没钱就
医，王存志主动带着检查仪器及治疗
药物，多次上门为其治疗，直至康复。

2008年王存志调任下堡寺镇卫
生院任院长。当时的下堡寺中心卫
生院是没有改建的老医院，软、硬
件设施落后。王存志多方争取资金
支持100余万元，建病房楼、增添医
疗设备，病房装空调、铺地暖、安装
热水器，建设了高标准影像中心，

硬件设施大幅提升。他非常重视人
才培养，把医护人员送到北京、石
家庄、邢台等地医院进修学习，全
力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

临西县2016年因病致贫返贫人
口占到贫困人口的43%，疾病成为脱
贫攻坚最大“拦路虎”。临西县决心
把健康扶贫关口前移，在全县开展
以“免费体检、免费开方、提供优质
治疗、提供优良服务”为主题的健
康服务。王存志带头深入农户宣传
健康扶贫政策、履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动员群众参加免费体检活动。
在全县健康扶贫工作中，下堡寺镇卫

生院实现了“三个100%”：免费体检
率 100% ，健 康 扶 贫 政 策 知 晓 率
100%，家庭医生签约、履约率100%。

“两免两优”免费体检工作得到省卫
计委的充分肯定。

在王存志的带领下，下堡寺镇
卫生院在全县卫生院中创造了“五
个最”：门诊和住院人数最多；科室
诊疗项目最全；公共卫生服务开展
最好；业务收入最多；医疗环境、服
务质量最优。2018年 1月，下堡寺镇
卫生院获评国家级“让群众满意的
乡镇卫生院”，成为全县唯一一所
通过国家验收的乡镇卫生院。

王存志:当好农民健康守护人

本报讯 11 月 22日，省委、省
政府第十一环境保护督查“回头
看”督察组在召开督查整改交账
座谈会的同时，安排精干力量，对
邢台市主城区部分建筑施工工地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期
间的扬尘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了暗查暗访。

暗查发现，这次重污染天气橙
色预警期间，邢台市有关部门和部
分施工工地仍然我行我素，拒不
落实停工抑尘措施，情况十分严
重。一是桥东区新合庄村南莲池
大街立交桥市政施工工地重污染

天气橙色预警期间仍在施工，现
场土石方大面积裸露未覆盖，现
场有多台挖掘机作业，未采取喷
淋、洒水、喷雾等降尘措施；施工
现场正在进行电焊作业，焊接烟
尘无组织排放；施工现场无隔离
封闭措施。二是邢台市东华路西
侧邢州大道南侧生态公园施工工
地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仍在
施工，现场土石方大面积裸露未
覆盖，现场有多台挖掘机作业，未
采取喷淋、洒水、喷雾等降尘措
施。施工现场有大型渣土车现场
倒运；施工现场无隔离封闭措施。

三是邢台市开发区市政公司工地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仍在进
行市政排水管道开挖作业，施工
现场无隔离封闭措施。四是邢台
市东关街桥东公安分局对过自来
水公司施工工地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期间，邢台市桥东区自来水公
司仍在自来水管道沟开挖作业，现
场正在进行三合土压实作业，未采
取抑尘措施。五是邢台市泉北东大
街北侧东华路西侧园博园施工工
地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现场
搅拌砂浆，黄土大面积裸露，挖掘机
正在作业，未采取抑尘措施，现场工

人清扫致使扬尘污染严重。
督察组已将暗查情况向邢台

市进行督办，要求邢台市要高度
重视，进一步落实省政府关于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要求。一是各
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邢台市大气
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
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进一步加大
督导检查力度。二是要责成有关
部门对此次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期间仍然违法施工的建筑工地予
以严厉处罚，对监管责任严重缺
失的有关部门严肃追责。

环保督察力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实邢台市人民政府2018年11月22日决定：
任命王会芝同志为邢台技师学院院长；
免去荀凤元同志的邢台技师学院院长职务；
免去王冰海同志的邢台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职务；
免去赵泽波同志的邢台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职务。

邢台市人民政府任免工作人员

邢台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1月23日）

前三名

后三名

县市区
邢台县
临西县
清河县
新河县
平乡县
巨鹿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6.81
8.04
8.33
11.38
11.24
10.91

作 风 标 兵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通讯员张健）
11月23日，我市Ⅳ级食品安全保障突
发事件应急演练在清河县举行。副市
长邓素雪、市政协副主席郭和平出席
活动并讲话。

邓素雪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此
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狠抓突出问题整治，始终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有效防止系统性、区域
性、行业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同
时，要加强应急预案建设、事件协同
处置和信息资源共享，逐步构建起统
一指挥、结构合理、反应灵敏、运转
高效、保障有力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体系，不断提升全市食品安全应

急处置能力。
本次应急演练采取现场模拟与视

频相结合的方式，以某酒店重大活动
期间餐饮保障为背景，分为重大活动
食品安全保障、事件的发生与报告、
应急处置与启动响应、舆情监测与处
置、响应终止与后期处置5个环节，
演练规范、亮点突出、贴近实战。

此次演练活动由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市政府应急办指导，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和清河县政府主办，清河
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各县市区有关部
门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共800余
人到场观摩。

我市举行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本报讯 （记者谢霄凌） 11 月 23
日，我市“科学治霾、协同治霾、铁
腕治霾”联席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主持会
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秋
梅、市政协副主席郭和平出席会议。

周永会指出，要看清形势，守住
底线，维护尊严，全面开展大气污染
治理冲刺决战。要扭住重点难点，采
取强硬措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清仓扬尘污染、散煤治理、“散乱
污”企业整治等重点难点问题，做好
差异化管控工作。要全力做好省委、
省政府督察“回头看”的协调配合工
作，加强服务保障，加快问题整改，

严格反馈时限，畅通信访渠道，高质
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要严肃纪律，
较真碰硬，加大责任落实力度、执法
检查力度及追责问责力度，以强措施
完成硬任务，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扎实
成效。

会上，PM2.5小组专家分析了我
市大气形势，并提出重点管控建议。
会议通报了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六
项指标情况，全市火电、钢铁、焦
化、玻璃运输比例及错峰运输情况，
工业企业错峰生产执法检查情况。相
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就做好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工作作表态发言。

我市治霾联席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

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冲刺决战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11月23日，
由市发改委主办的邢台市 2018 年
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发布推
介会在万峰大酒店举行。我市 24
个 PPP 项目在会上集中发布。90
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资本

方、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参加项目
洽谈。

据介绍，此次推介会是我市
首次传统基础设施领域 PPP 项目
发布推介专项活动，旨在鼓励和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我市传

统基础设施领域 PPP 项目建设，
进一步激活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自 2017 年我市成为河北省唯一入
选重大市政工程领域 PPP 创新工
作的重点城市以来，我市在全
国、全省先行先试，大胆创新运

用 PPP 模式。目前，我市重大市
政工程领域项目库里共有 69 个项
目，项目总投资 914.79 亿元，涉
及交通、水利、能源、农业农
村、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是我
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
点。下一步，我市将结合发展实
际，在机制创新、管理升级、制
度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
疏通 PPP 项目沟通衔接渠道，促进
更多PPP项目签约落地，推动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市举行2018年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发布推介会

24个PPP项目集中发布

▶11月24日，2018冬季大型人才
交流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200多
家用人单位携 3200 余个岗位进场招
聘，30 余家用人单位通过邢台人才
网、72小时就业网参会，吸引众多求
职者前来应聘。 （黄涛 摄）

河北省委省政府第十一
环境保护“回头看”督察组
已正式进驻邢台市，对邢台
市开展环保督察“回头看”
工作，督察期间主要受理邢
台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问题
的来信来电举报。举报电
话 ： 0319——2098121， 举

报手机：15732997321 （只
接收短信），举报时间为每
天8：00至20：00，起止时
间 11 月 20 日 8：00 至 12 月
10 日 20：00。举报邮箱：
邢台市9989信箱 （起止时
间：2018年 11月 20日至 12
月17日）。

省委省政府环保
督察组进驻邢台

欢迎群众举报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

◀近日，创业者在环境优雅的南和创业小镇内办公。近年来，南和县出台一系列鼓励返
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先后建起了8个创业孵化基地。截至目前，南和县已有4000余名外出
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动2万余名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黄涛 摄）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声 明

贺少强、孟丽华不
慎将儿子贺嘉贺的出
生医学证明正、副页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Q130576746，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县浆水镇冯家
沟村村民冯贵虎不慎将
残 疾 证 丢 失 ，证 号 ：
13052119520514601352，
声明作废。

声 明

潘晓飞、苗燕不慎
将女儿潘一铱的出生医
学证明正、副本丢失，出
生证编号：R130764632，
声明作废。

声 明

冀E82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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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
勘察测绘院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铁路局石家庄
供电段职工吕雪峰不慎
将工作证丢失，证号：
2036254055187，声明作
废。

声 明

任高收不慎将邢台
市开发区人才交流中心
人事代理合同书丢失，
档案编号：2015057，声
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苏立强）
11月25日，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第十一督察组到我市就环保专
项工作进行下沉督察。

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第十一督察组副组长、 督察专员张贵金
一行先后来到了邢台市污水处理厂、德龙
钢厂进行实地调研，认真听取了相关负责
人情况汇报。

在市污水处理厂，督察组先对数据
台账进行了认真核对，随后到爆气沉沙
池脱水机房、板框压滤车间等现场进行
检查。在德龙钢厂，督察组对烧结机、
高炉出铁场、炼钢车间以及120吨转炉
配套连铸机进行检查，并对企业的部分
不足提出了整改意见。

据悉，从今日起，共有6路下沉督
察组对我市进行为期10天的下沉督察。

第 11 组对我市环保
专项工作进行下沉督察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
苏立强） 11月 25日，省委、省政
府环保督察“回头看”第十一督察
组分成6个督导小组，下沉到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现场“回头看”，
看深、看细、看清、看真，看出

“究竟”，督察到位。
这天，第一督导组对内丘县进

行了下沉督察，首先与内丘县政府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了

解整改问题落实情况，调阅了相关
材料和台账。随后分别对内丘县医
院和中医院、内丘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内丘县永刚制砖厂、内丘县生
活污水处理厂和内丘县园区污水处
理厂进行了现场检查，查看了内丘
县秸秆禁烧“天眼”系统。

第二督导组到清河县督察，召
开座谈会、进行现场调研以及对本
次回头看举报案件进行现场核查。

先后核查了清河县永正新型建材
厂、王官庄卫生院、绒顺洗毛厂、
万友洗毛厂，逐一进行现场查看并
查阅相关手续。

当天上午，水专项督察组对邢
台市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检查，下午
对七里河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检查。

第四督导组到桥东区对本次回
头看举报案件进行了现场核实，分
别察看了建设路与新华路交叉口、

南羊市道。现场检查平安建材市场
院内道路、西门里肯德炸鸡店，到
区城建局督导扬尘在线平台运行情
况。与桥东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
座谈，了解问题整改情况以及各部
门涉及环保工作进展情况。重点关
注城管部门污水收储情况。之后到
国泰电厂了解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落实情况，到豫让桥了解散乱污企
业整治提升情况。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分六路下沉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