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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武健 通讯员 贺相佳

11月22日上午10点，在广宗县
医院急诊室的输液大厅，一位年轻
的女患者正在输液，她的腿上摊放
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
了字。

这位女患者叫何伟伟，是广宗
县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职工，也是一
名扶贫干部。11月18日，由于过于劳
累，何伟伟晕倒在扶贫一线，被送到
了医院进行治疗。

今年5月，何伟伟和扶贫工作
队来到广宗县冯家寨张葛集村开
展扶贫帮扶工作。他们每天都要
入户核查、实地走访群众、推进扶

贫项目建设。为了让这些贫困户
尽快脱贫，他们经常忙到夜里 12
点才能回家。

“何伟伟工作细致，能很快和贫
困户打成一片。”张葛集村党支部书
记杨凤庚说，每次去贫困户家里入
户走访，何伟伟从来不闲着，打扫卫
生、洗衣做饭、整理房间，甚至是帮
孩子们辅导作业。渐渐地，贫困户都
把何伟伟当自己人，愿意和她说心
里话。

“何伟伟对扶贫帮扶工作热情
很高，不管是不是分内的工作，她都
抢着去做。”驻村工作队队长翟鹤
说，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她还主
动和其他帮扶责任人一起完成其他

90多户贫困户的入户走访工作，在
最短时间内摸清了所包村的扶贫工
作底数。

11月18日，尽管是周末，但何伟
伟还是早早就出了家门。这天，她还
有几个具体事项需要入户调查。

在贫困户杨立志家中，何伟
伟详细核算了他家中的收入支出
情况，对帮扶措施也逐项进行了
核对。做完这些后，她又像往常一
样，主动打来水擦桌子、拖地……
可家务还没做完，何伟伟就晕倒
在了地上。杨立志立即拨打了急
救电话，并第一时间通知了村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

在广宗县医院急救中心，何伟

伟的主管医生诊断她为劳累过度，
需要卧床休养。

家里的亲戚朋友劝她：借机会
好好休息一下，也正好管管家。原
来，何伟伟的丈夫是一名乡镇干部，
每天跟她一样都扎在村里。家中10
岁的孩子没有人管，只能请何伟伟
的母亲帮忙照顾。

何伟伟却拒绝了。“扶贫工作千
头万绪，各项政策最终都要靠基层
干部来落实。”她指了指笔记本上记
录的逐条事项说：“这些工作不做
完，我分管的贫困户不能顺利脱贫，
怎么能安心休息呢。”

何伟伟说，一出院，得马上回到
扶贫岗位上。

何伟伟：累倒在一线的扶贫干部 本报讯（张潇） 11月26日，市金
融办在市开发区举办第一期全市金融
服务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政策宣讲活
动，宣讲团人员由市金融办、人行邢
台市中心支行、邢台银监分局、市发
改委、市工信局、中国银行、兴业银
行、邢台银行、石交所业务骨干组
成，周边6个县市区有关单位和73位
企业代表参会。

针对我市中小微企业对金融政策
敏感度不高、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等特
点，宣讲内容涵盖再贷款再贴现信贷
政策、无还本续贷政策、专精特新专

项资金申请、企业债券发行政策及操
作要点、服务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
金融产品、如何在区域股权市场实
现债券融资等。宣讲人员用生动的
实例、简明的语言对政策进行全面
解读，并对实际操作向参会企业进
行系统讲解，助力我市中小微企业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在运
用好银行现有信贷产品基础上，通
过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等方式，有效运用资本市场
进行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拓
宽融资渠道。

市金融办组织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助中小微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本报讯（杨永丽 郑建锋） 11月
25日晚，新编历史剧南路丝弦 《黄
牛县令》 在石家庄丝弦剧院参加我
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 2018
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
目展演”。

据了解，《黄牛县令》是2018年
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也是省第十一
届戏剧节汇演剧目。该剧在省委宣传
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指导下，历
经3年多的创排并反复打磨、提升，

采用南路丝弦这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作为表现形式，讲述了东汉末
年平乡籍廉吏时苗留犊淮南的故事。
生动诠释了时苗为政清廉，一心为
民，不畏权贵的崇高精神。是一部极
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戏剧。是平乡县近
年来高起点、高规格倾心打造的一部
精品力作。

据悉，该剧将陆续在河北电视
台、河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平台
展播。

新编历史剧南路丝弦
《黄牛县令》在省会首演

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1月25日）

县市区

开发区

清河县

内丘县

宁晋县

沙河市

隆尧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12.02

12.68

12.97

16.63

15.36

15.12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近日，南和县贾宋镇苏史
张村农民在整理刚刚收获的白
玉山药。

近年来，南和县积极引导
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
产值高、对农民增收致富带动
性强的白山药、杏鲍菇、生姜
等特色种植产业，为农民开拓
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黄涛 武国栋 摄)

质监风采 抓质量 保安全 促发展 强质检

为切实消除各
类隐患，保障企业安
全、平稳运行，近期，
市质监局计量测试
所人员深入旭阳焦
化、德龙钢铁等企业
开展气体报警器周
期检定工作。目前，
已完成旭阳焦化
700余台各类气体
报警器的检定工作。

（高运通 摄）

民生计量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和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医疗计量器具准不准，
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水表、电表、燃气表等读数准不
准、商贸市场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准
不准，都会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今年以来，市计量测试
所紧紧围绕“关注民生、计量惠民”，
抓学习、重宣传、严检定，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民生计量检定工作，切实
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

一是多形式培训提升检定技
能。通过集中学习、一对一助学等形
式，开展计量法律法规、质量管理体
系和新规程宣贯等培训学习20余
次，骨干检定员“传、帮、带”帮促活动
30余次，提升了年轻检定员的业务素
质和能力水平，努力打造业务精、技
术强、作风好的计量检定队伍。

二是多途径宣传提升群众计量
意识。围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5·20世界计量日”等时间节
点，深入社区、市场、学校等开展计

量知识宣传，为群众提供计量义务
检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让更多的
人了解计量、关心计量。今年共计发
放各类计量宣传资料3000余份，为
群众提供计量咨询服务300余人次，
现场检定血压计、人体秤400多台。

三是多领域检定促公平公正。按
照上级部署，积极开展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等民生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同时加大对燃气表、电能表等“民用
四表”、超市农贸市场电子秤、出租
车计价器、液化气充装站、加油机等
群众关心关注的计量器具的检定力
度，增强经营者计量法制意识和诚
信意识，确保计量器具数据准确。截
至目前，共检定“民用四表”11万台、
市场衡器4900多台、加油机加气机
2800余台、出租车计价器2716台。

下一步，市质监局将认真做好
元旦、春节市场计量监督检查工作，
加大菜市场、超市电子计价秤等检
定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市场计量环境。

（陈会生）

市质监局计量所扎实推进民生计量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营造思廉学廉的文化氛围，市质监
局计量测试所充分利用走廊、会议
室等空间资源，以“廉政文化”为主
题，将党规法纪、廉洁警句等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建立起廉
政文化走廊，形成具有强大冲击力

的廉政教育阵地。
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引导

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筑起思想道德
防线，保持高尚情操，坚守道德底
线，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陈会生）

打造廉政文化墙 构建廉政教育新阵地

特色种植助脱贫特色种植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 通讯员姚胜勇)
11月 23日，市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66名代表出席省工会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

会议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市出席省工
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整个选
举过程组织有序，规范严谨。

据悉，此次选举，我市各级工会严

格按照省工会十三大代表产生的资格
条件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代表候选人
的组织推荐、考察审核工作。市总工会
按照省总工会的要求和分配的代表比
例名额，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
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层层推选，并经
市委及相关部门审核，严把代表的政治
关、廉洁关、身份关，确保素质优良，分
布广泛，结构合理。

市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66名代表出席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声 明

桥东 区 新 华 南 派
出 所 南 瓦 窑 居 委 会
居 民 张 珊 不 慎 将 居
民 身 份 证 丢 失，证号：
130502199203180321，声
明作废。

声 明

南和县三思乡前郭
平村村民陈少乾不慎将
驾 驶 证 丢 失 ，证 号 ：
130527199105250530，声
明作废。

声 明

李俊义、王菲菲不
慎将儿子李志灿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页丢失，出
生证编号：Q130847810，
声明作废。

声 明

冀 EA0099 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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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本人尹柏林（身份证：
130529199609164217）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购买
河北中鼎房地产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桥西
区八一大街 74 号 79 号
院住宅小区 44 号楼 14
层 1 单元 1401，房屋代
码：1019576，合同编号
为 YS2015013903，（GF-
2017-0171）由于个人原
因，本人将此套房产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李俊义、王菲菲不
慎将女儿李可欣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页丢失，出
生证编号：O131406140，
声明作废。

声 明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
苏立强）“第一时间整改，回应群
众关切。”这是我市各县市区对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交办的问
题的共识。他们第一时间进行逐

个督查督办，重点“回访”，切
实加大问题整改力度，积极回应
群众呼声。

群众反映邢台县环保分局辖区
的企业——河北春蕾集团有异味。

群众反映就是命令。23日，接到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信访举报线
索交办令，邢台县分局执法大队立
即奔赴现场，连夜对企业进行调
查。经查，群众举报基本属实，执

法大队人员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
令企业立即停产，限期整改。

春蕾集团安环部经理郝玉杰
说：“我们公司接到举报线索以
后，积极配合邢台县环保分局工
作，新上两套环保设备，主要是消
除气味，在环保达标基础上，把气
味降到最低。”

第一时间督查 第一时间整改
11月26日，“共创文明城 牛城少年说”邢台少年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演讲大赛决赛举行，21名晋级决赛的选手一起演唱歌曲《牛城少年说》。
据悉，比赛由市文明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邢台广播电视台共同举

办，来自我市117所小学的12512名学生参赛。 （张鑫 摄）

本报讯（许庆常 杨明新）南宫
市标本兼治切实强化药械市场监管，
引导药械生产和经营企业守住安全底
线。今年以来，立案查处156起，发
放协查函 11 个，与公安联合办案 9
起，有效震慑药械违法分子，维护药
械市场秩序。

该市监管部门采取以训代管模
式，加强企业法人和质量负责人培
训。实行目标责任制，年初制定目标
和工作计划，开展网格化监管全覆

盖，把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严格要求
监管频次，对发现的问题实行立整立
改，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信
用等级评定，与日常监管相结合、与
全年投诉举报相结合作出评定，并进
行公示。开展示范店创建，营造诚信
经营氛围。严管重罚，引导监管人员
时刻牢记食药安全是民生、是政治问
题，对违法企业铁面执法，敢于较
真。今年以来，仅关停药店经营企业
就达10多家。

南宫标本兼治保药械市场安全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
苏立强）11月26日，省委、省政府环
保督察“回头看”第11组，分别到内
丘、清河、隆尧、任县、邢台县、桥东
区、开发区等5县两区进行督察。

第一组对内丘县进行督察，首
先与内丘县官庄镇政府负责人进行
了座谈，抽查了金店镇乡镇环保所
建设情况和卫生院医疗废物及废水
处理情况，并随机对多家企业进行
了现场检查。

第二组来到清河县进行督察，
先后对清河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清河城区供热站点、清河县蓝天
垃圾处理厂、清河县连庄无名水坑、
清河县洁净煤售卖点、清河县青阳
樾府建筑工地、清河县昆仑城建筑
工地、清河县医院进行了现场检查。

水专项一组对邢台县邢台建德
水泥有限公司、围寨河污水处理厂、
长城花苑小区地温空调项目进行了
检查。

水专项二组对隆尧县正祥牧业
有限公司污泥处置情况、隆尧县城
镇污水处理厂、河北珈奥甘油化工
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对隆尧县固
城镇东王村八干渠举报案件进行核
查，并进行了取样。

第三组到邢台县将军墓镇、太
子井乡石灰岩矿区矿山地质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西牛峪中电建配套石
料厂、会宁镇正大煤厂核实信访举
报，并到中煤旭阳公司和相关企业、

单位进行现场督察。
第四组对本次“回头看”举报案

件进行现场核查。先后核查了桥东
区金牛玻纤、邢东煤矿、桥东区鑫源
石墨厂、任县城镇、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城镇垃圾填埋和顺德路与泉南
大街南延街边油烟举报查处情况，
逐一进行现场查看并查阅相关手
续。督察组所到之处，问得详细，听
得认真，查得严格，体现出了高效务
实的工作作风。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下沉5县2区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