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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1月26日）

县市区

清河县

临西县

威 县

柏乡县

临城县

隆尧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10.90

12.59

12.70

21.71

19.95

19.93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6日电
（记者范世辉）“以往号召村民打扫
卫生，喊破嗓子没人动，现在不仅
把自家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连胡
同街道都扫了，爱心积分卡发挥了
大作用。”河北省清河县路家那村
支部书记杜庆良指着贫困户胡爱珍
整洁的院子说。

“这个月我的积分卡上得了28
分，全都换成了大米，够一家人吃
一个多月的。”胡爱珍说。

爱心积分卡是清河县最近实施

的扶贫爱心超市奖励积分卡。贫困
户可以根据自身创业就业、精神面
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表现获得积
分，拿着积分卡到扶贫爱心超市兑
换相当价值的物品。

针对一些贫困群众存在的自身
脱贫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积极性
不高等问题，河北省清河县和大名
县积极创新帮扶方式和载体，通过
爱心企业人士等社会捐助、县乡财
政适当补贴等方式创办扶贫爱心超
市。他们采取“以奖代补、多劳多
得”的方式，引导贫困群众自主劳
动来赚取积分，唤起他们主动脱贫
的责任与信心。

在清河县，扶贫爱心超市由县
妇联指导创办，帮扶责任人依据
贫困户的诚、孝、俭、勤、和等
标准按月测评打分，每户每月最
多可积30分，每1分为1元，贫困
群众可持积分卡到指定扶贫爱心
超市领取各种生活用品。截至目
前，6个乡镇的7家扶贫爱心超市
已经投入运营。

在大名县，由乡镇扶贫包村专
干和驻村工作队对贫困户脱贫攻坚
日常表现进行测评打分，按照仪容
仪表、户容户貌、主动脱贫意愿和
致富梦想情况以及是否积极参与村
内外公益劳动等统筹考虑，每周进

行一次入户测评打分，并发放积分
卡。目前，他们已经建起6家扶贫
爱心超市，目标是力争在全县农
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爱
心超市全覆盖。

扶贫爱心超市激活了贫困户脱
贫的内生动力，实现了“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的转变。“通
过参加劳动换东西，心安理得，也
有成就感。”在大名县北张村，刚
刚从扶贫爱心超市用积分换了一个
大红水桶的宋喜珍告诉记者，看着
干干净净却空落落的家，最想的就
是用双手多挣点钱，把房子翻盖一
下，把家装扮得美一点。

河北基层扶贫新探索：

劳动换积分 积分购商品

本报讯（记者赵羽） 11月 27日，
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魏建厂率调研
组，就解决市属企业改制改革和退市
进园遗留问题工作情况到我市调研。

魏建厂一行听取了我市解决市属
工业企业改制改革和退市进园等遗留
问题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并与我市相
关部门和县市区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
座谈。魏建厂指出，在解决市属企业
改制改革和退市进园遗留问题工作
中，邢台市市委、市政府勇于担当、
直面问题，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为群众和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
全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组织得
力，协调联动、相互配合，形成了良

好的工作机制，采取了切实有效，操
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推动该项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去年以来，我市以保障职工群众
利益为根本，以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
目标，全面启动了市属工业企业改制
改革和退市进园遗留问题的化解工
作。目前，全市61家市属工业企业遗
留问题已全部解决到位，共有效解决
1.7万余名职工的欠缴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等遗留问题，为全市9家市属工
业企业解决了土地收益返还等遗留问
题。关停退出了19家长期无实际业务
的公办流通“僵尸企业”，国有资本得
以有效配置。

就解决市属企业改制改革和退市进园遗留问题工作情况

省国资委调研组到我市调研

时政要闻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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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许金亭 倪丽敏)到目
前，河北宇腾羊绒公司共生产销售
羊绒及羊绒纱线1860多吨，比上年
全年的产销量翻了一番；销售额
9.9278亿元，比上年全年增长了2
倍多。其中出口“一带一路”沿途
国家和地区的羊绒及制品 1530/64
吨，创汇 1.1328亿元，与上年全年
相比增长30.5％。这喜人的增幅是
如何取得的？

“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向深加工
要高附加值；搞好科技创新，靠新
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公司生产

销售和创汇大幅提升的两大法宝。”
公司董事长马海涛说。

向羊绒深加工转变。2017年公
司开始在这方面尝试，他们在购
置羊绒纺纱设备的同时，外派人
员学习纺纱技术，当年就纺羊绒
纱56吨，其中有44吨销往“一带
一路”沿途国家，而每吨羊绒纱
比每吨羊绒的售价高出 57％。尝
到甜头后，2018 年公司在开足自
有纺纱设备加强生产的同时，还
积极寻求有实力的羊绒纺纱厂家
作为外协，签订协作合同，让其

实施定量加工生产。自纺加外
协，今年前10个月就纺羊绒纱290
吨，其中出口175多吨，国内销售
115 吨。仅羊绒纱线出口创汇就达
近2亿元。为了进一步向深加工要
效益，今年他们又从意大利引进
了智能化纺织设备，目前投资3亿
多元的一期工程已投入生产。到
年底能实现全年纺羊绒纱400吨，
明年达到600吨。

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为此，
公司组成了有 10 多名高、中级科
技人员的创新团队，并从河北一

大学聘请来了两名专家作现场指
导，开展起了“集成化山羊绒高
效分梳系统研发”，通过近一年时
间的奋力攻关获得了成功。这一
分梳系统实现了由过去一人操作
一台梳绒机变为一人看 10 台梳绒
机。不但提高了羊绒的分梳质
量，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公司
在不增添设备和减少300多名分梳
工人的情况下，全年分梳的羊绒
就比上年增加了 1100 多吨，为新
增的沿“一带一路”10多个国家的
新客户的订货有了保障。

宇腾公司：羊绒产品搭上“一带一路”快车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高 端 媒 体 看 邢 台

近日，广宗县现代农业园区农民
在葡萄园内修剪葡萄。广宗县以现代
农业园区作为实施精准扶贫平台，创
新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以特色农
业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目前，全县
重点打造了生态旅游观光区、万亩经
果林示范区、农产品深加工区等，将
贫困户嵌入农业园区种植、加工、销
售链条。

（张驰 梁智晓 摄）

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和各
类非法金融活动，现将市处非办、
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县市区处非办
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布：

市处非办 3288282
巨鹿县 4326351
开发区 3636510
清河县 8166871
广宗县 7212278

内丘县 6867158
任县公安经侦大队

7533110-24556
市发改委 3288105
桥西区 2685711
柏乡县 7722348
隆尧县 6665381
平乡县 7867686
宁晋县 5881489

市工信局 2608061
南和县 4562038
沙河市 8921090
桥东区 3097732
南宫市 5058333
邢台县 3661969
市银监分局 2168815
市商务局 2688837
威 县 6158292

临西县 8570434
市工商局 0319-12315
临城县 7199830
新河县 4752363
人行邢台市中心支行

2200511

特此公告

关于公开举报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线索电话的公告

刘艳志、励娟不慎
将女儿刘子茜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R130745207，声明作
废。

声 明

刘粉格将位于桥东区
卫生街市粮局家属楼2号楼
3 层 2 单元 2 的房屋所有权
证遗失，证号：邢房权证桥
东字第 19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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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房屋所有权
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粉格

2018年11月2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

声明

灭失声明
穆治广名下机动车冀

EM3870，车 辆 型 号 ：
7YPJ-1750DA1，车辆识别
代 号 ：
L7STAJ24XC1054188，发
动机号：5C090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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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许文 立宁）日前，南
宫市与雄安新区（安新）合作的羽绒
产业园项目在安新县举行签约仪式。
这标志着南宫市成功搭上雄安新区的
发展“快车”。

据悉，该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占
地163亩，28家安新羽绒企业转型升级
将迁移到南宫经济开发区。项目投产
后，可年产精洗高绒、原料绒、副产品3
万多吨，年产值将逐步达到8亿元。

雄安新区羽绒产业园项目落户南宫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增 舰
通讯员苏立强） 11 月 27 日，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
看”第11组连续深入下沉，分
别到任县、平乡、开发区等县
区进行督察。

督察组来到市开发区管委
会，与市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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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
题和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进行了核查。之后，

随机对邢台思倍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景家屯污水处理
站、旺达煤厂、留村监狱纳
污坑塘和大赵庄颗粒厂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在 任 县 ， 就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用水和排水状况、散乱
污 整 治 情 况 、 散 煤 管 控 情
况、河道治理重点工程实施
情况等工作进行座谈，听取
整改工作汇报。到嘉德恒信
医疗垃圾处理厂核实环保设
施 运 行 情 况 ， 查 阅 相 关 台
账。现场检查襄政皓月、金

尊府、盛世大观和人民街东
延拆迁工程和新大街道路等
工地扬尘管控情况和落实应
急措施情况。

水专项组对平乡县河古庙
镇污水处理厂、平乡县惠恩纳
电镀厂、平乡县合成助剂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对平乡县小漳
河信访案件、平乡镇水坑举报
案件进行核查。对任县县城光
明路三里桥桥头、任城镇河长
制会议制度、留垒河天口镇段
河面、龙滨橡塑公司等进行了
现场检查。

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回头看”连续下沉督察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11月
2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
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紧急
调度会议。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一城五星”县（市、区）政府主管负
责同志以及环保分局局长等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PM2.5专家小组对我
市当前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分
析和提出的具体建议，研究了当前
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调度部署。

周永会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充
分认清当前严峻的形势，切实提高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力打好打赢大气污染治理攻坚
战。要狠抓各项工作落实，重点做
好工地“精细抑尘”和车辆管控，全
面达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要采
取超常规举措减少污染物排放，大力
整治“散乱污”企业，对钢铁、焦
化、水泥、电力、玻璃等重污行业实
施深度治理。要加强散煤管控，大外
环以内区域严禁储存、销售、使用散
煤，确保“双代”覆盖区域不出现散
煤燃烧现象。要自我加压、主动作
为，严格执法监管、实行责任倒逼，
坚决落实“时间要快，把握要稳，传
达压力，尽快见效”要求，确保守
住任务目标底线。

周永会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紧急调度会上强调

确保守住任务目标底线

本报讯（记者王艺） 11月 27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戎阳主持召开市
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听取市直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各单位年度工作情况汇
报，协调解决问题，安排部署任务。

戎阳指出，今年以来，市直宣传
思想文化系统各单位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迎难而上、努力工作，较
好完成了各项任务，成绩来之不易，
值得肯定。

戎阳强调，要始终保持谋事想事
干事的工作劲头，坚持走新路、有作
为、创亮点、守底线，坚持抓大事抓
重点抓典型、创亮点创品牌创一流，
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坚持以

“守正创新”为总要求，紧紧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按照市委“突出重
点、突出特色、打造亮点”的要求，
抓紧谋划好明年工作，切实在工作载
体、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上谋求新突
破，充分调动全体同志工作主动性创
造性，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层次。要坚
持以“担当作为”为总追求，讲责
任、讲荣辱，把工作谋划往前赶，把
工作标准往上提，勇于承担责任，敢
于攻坚克难，真正做出经得起时间检
验、经得起众人评说的工作业绩，为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作
出应有贡献。

戎阳在听取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各单位工作汇报时强调

坚持守正创新 积极担当作为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11月27
日，我市召开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调
度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
出席会议并讲话。环保督察“回头看”各
工作小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周永会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工作，深化思想认识，做好
协调配合，强化服务保障。要畅通信
访渠道，第一时间核实反馈问题，坚
持立行立改、举一反三，不折不扣抓
好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要加大宣传
引导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既要

利用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又要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
平台，及时做好宣传报道和信息公
开。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
治，对照整改方案和问题清单，逐项
逐条核查，确保督察问题整改到位。
要密切沟通配合、加强上下联动，实
行专班专办、强化执法检查，补齐工
作短板，杜绝敷衍整改，高质量完成
相关工作任务。

会议分别听取了各工作小组工作
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了调度部署。

周永会在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不折不扣抓好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