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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闫丽静） 11 月 30
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市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
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戎阳出席并讲话。

戎阳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大
事、是底线红线，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高度警
觉、全力以赴，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
下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扎实做好本部
门本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排

查、彻底整改，贯彻“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方针，对文化演出活动、
场馆设备运行、记者外出采访、文化
市场管理等各类场所、各类活动，实
施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彻底排除安
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要夯实责
任、各尽其责，按照“谁组织谁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事无巨
细都要明确责任体系，完善应急预
案，强化预防措施，确保安全稳定。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安全生产
宣传力度，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安全
文化，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
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为全市安全生
产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戎阳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

绷紧弦真行动见实效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马羚）
巨鹿县巨鹿镇后辛庄村脱贫享受政
策户郅辛国，就医治疗花费18万
多元。日前，在社会医疗保险和大
病保险报销的基础上，郅辛国又获
赔防贫保险2万多元。巨鹿县探索
精准防贫机制，按照每人每年50

元保费标准，财政出资150万元为
非高标准脱贫户和非贫低收入户购
买防贫保险，主要保障因病、因
学、因灾致贫或返贫。截至目前，
全县32户已累计获赔防贫保险金
22.14万元。

据介绍，巨鹿县根据大数据

分析确定医疗、就学、灾情等方
面的支出预警线，农村非贫困人
口一旦被监控到某项支出超了预
警线，相关单位随即启动跟踪程
序，借助保险公司的专业化手段
实施入户核算，经综合认定符合
条件便可发放防贫保险金。防贫

保险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及医疗救助之后产生的自付
费用给予赔偿，自付费用分档设
置赔偿比例，最高赔偿比例达
100%。为防止漏查、漏报，农户
也可自行申报，符合条件的，保
险公司按规定标准理赔。

巨鹿：财政出资150万元为群众买防贫险

本报讯（记者谢霄凌）11月30日，我
市召开安全生产大检查暨巡查工作动员
会议。副市长张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西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本
地、本行业实际，开展全覆盖、地毯式安
全生产大检查。制定方案突出一个全
字，列出清单，制定检查计划，量化到具
体人员、具体时间，确保做到全覆盖；执
法检查突出一个严字，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细化措施，从严排查，从严治理，
从严督查，从严执法；责任落实突出一
个实字，主要领导亲自组织研究、亲自
安排部署、亲自带队检查，监管部门及

时分析研判大检查情况，企事业单位组
织开展自查自纠，对排查出的每个隐患
实行“零容忍”，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
金、时限、预案“五落实”。要落实上级部
署，严肃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突出巡查重点，增强工作针对性和实效
性；严格落实责任，敢于动真碰硬，认真
整改问题，严格遵守纪律，确保高质量
完成工作任务。

会上宣读了《邢台市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方案》《2018年度邢台市安全生
产巡查工作方案》。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大检查暨巡查工作动员会议

突出全严实 确保高质量

各级各部门、驻市各单位、社会各界、广大市民
朋友：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对
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巩固治霾成果，降低
邢台市区积尘负荷，根据天气情况在“一城五
星”城区内，市政府决定本月开展四次“全民洗
城行动”。

“全民洗城行动”时间分别定在本月的4个
星期二，即12月4日、11日、18日和25日的上午
10点至12点。

此次“洗城行动”请属地政府及各部门各单
位全面发动，有效组织，实施深度洗城。一是浸湿
固尘。全面苫盖裸土部位，用水浸湿固尘；全部浸
湿公路边沟、绿化带和空白农田，全面固尘。二是
彻底冲洗。从楼顶到墙体，院落到街道，路面到
角落，主路面到背街巷里进行全方位冲洗。

敬请广大市民朋友走上街头，伸出双手，共
同努力，参与洗城，“美我家园，美我邢台”。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3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民
洗城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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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邢 台 神 达 热 力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将 河
北 省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20 份 ， 发 票 代
码 ：1300164320 ，发 票
号 码 ： 11303723 —
11303742 和 河 北 省 增
值 税 电 子 普 通 发 票
15 份 丢 失 ，发 票 代
码 ： 013001610011 ， 发
票 号 码 ： 93344821 —
93344835 ， 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药学系18普检1班
学生孟驰程不慎将学生
证 丢 失 ， 学 号 ：
180220101078，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范建设将位于桥西

区南大郭 24 号 1 号房 1
层、2 号楼 1 至 2 层、3 号
房 1 层的房屋所有权证
和土地使用权证丢失，
房屋所有权证号:邢市字
第 009526 号，土地使用
权证号为:1305033-31-
500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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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
权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范建设

2018年12月3日

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王朝晖）
11 月 30 日，市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
察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并举行揭牌
仪式。

据悉，12309 原为检察机关统一
设立的职务犯罪举报电话，主要受理
人民群众有关职务犯罪线索举报、检
举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12309
职务犯罪举报电话升级建设为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按照最高检的规划要

求，12309检察服务中心分为网上平
台、实体大厅两个层面，集合了检察
服务、检务公开、接受监督等服务人
民群众的功能，涵盖代表委员联络、
人民监督员监督、控告、申诉、国家
赔偿、法律咨询、案件信息公开、辩
护与代理网上预约等多个事项，群众
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服务热线、移动
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享
受各级检察机关“一站式”服务。

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揭牌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11月29日，威县章台镇卫
生院医生朱光硕（左一）在鱼堤
村指导患病贫困户郝双吴做康复
训练。

2017年以来，河北省威县
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积极开
展健康扶贫“暖心工程”，探索
实施“家庭病床”医疗服务，组
建专业医疗团队，为贫困人口提
供定期巡诊、治疗和护理等健康
管理服务，减轻贫困户看病、就
医压力。目前，威县“家庭病
床”医疗服务已累计惠及1695
个贫困家庭。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摄）

“家庭病床”
助力健康扶贫

本报讯 （记者王露橦） 12 月 1
日，市传统文化协会不老青山国学教
育基地联合市第四幼儿园和部分爱心
企业、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深入
邢台县山区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倡导家长与孩
子“大手拉小手”，以实际行动弘扬扶
贫济困、互助关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200余人参与活动。当天，爱心
家庭的孩子们跟随家长走进邢台县宋

家庄镇北坡村、前山头村、大北沟村
等5个村的45个贫困户家中，实地了
解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并向困难群众捐赠物资6
万余元。

活动参与者表示，“大手拉小手”
形式很好，父母用言传身教让孩子们
学会感恩，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对提升自身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手拉小手 扶贫献爱心

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2月1日)

县市区

清河县

临西县

南宫市

巨鹿县

新河县

宁晋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10.35

10.66

11.06

16.12

15.52

15.39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苏立强）确
保高效率、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已
成为我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组督
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常态。

群众举报是督察的命令，省委省政府环保
督察交办令是命令中的命令。对此，巨鹿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督促检查，发现问题立
刻查办，严肃惩办，要求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
到现场勘验、层层把关，切实整治好交办问题。

巨鹿县苏家营乡北无尘村，该地有家大
型煤场，在接到群众信访举报线索后，第一时
间对违规煤厂进行了拆除清理。

在巨鹿县观寨乡小寨村村北，该地有一

大型煤厂，当地相关部门接到问题交办通知
后迅速出动，对违规煤厂进行全面整改清理。

事后，巨鹿县观寨乡小寨村恒捷通煤炭
经销处厂长郝来孟深有感触地说：“接到整改
通知以后，我们马上对路面进行了硬化，对裸
露场地全部进行覆盖，对车间封闭运行，还增
加了进出车辆喷淋设施。目前，我们按照县政
府的要求马不停蹄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巨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谷志豪说：“省委
省政府督查组进入邢台以后，我们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交办问题，每接到交办令，都要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联合各个部门进行核查，对
问题的整改严格要求，确保整改实效。”

履职尽责 主动作为

本报讯（记者赵羽）记者从市公交总公司
了解到，从12月1日起，市公交公司开启公交
老年卡办理和年审工作。

据悉，从本月1日起至31日，我市辖区桥
西区、桥东区、高开区及异地户籍在市区长期
居住的70周岁（1948年12月31日前出生）以
上的老年人均可到中兴东大街695号一卡通服
务中心办理公交老年卡。新卡办理需本人携带
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小二寸近照2
张及 IC 卡成本费 15 元和“乘车意外伤害保
险”费25元（异地户籍在本市长期居住的需

持公安机关颁发的居住证办理）。老年卡年审
需携带身份证、老年卡及“乘车意外伤害保
险”费25元。

为了更好地做好此次公交老年卡办理和年
审工作，市公交公司增加4个办理窗口，临时
抽调了 10 名人员，进行业务及优质服务培
训，并且协调技术部门对系统进行了全面检
测，确保办卡和年审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为
方便市民办理，本月该公司一卡通服务中心将
整月无休息日，每天正常工作时间内均可办理
业务。

公交老年卡已开启办理和年审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通讯员刘云峰）
11月29日，我市森林消防队伍以水灭火实战
演练在邢台县黄寺镇举行。市直有关部门和邢
台县、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了此次演练。

本次实战演练以邢台县皇寺村南马鞍山发
生较大森林火灾为模拟背景，在演练指令下达
后，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紧急启动市级预案，调
动市直及邢沙临内四个县市的5支队伍105名
专业森林消防队员和多种设备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功扑灭了山火。该演练分为高压森林消防水
车灭火、高压森林消防水车与接力水泵配合扑
救、高压细水雾机和脉冲水枪以及风水灭火机
配合扑救三个科目，并利用无人机全程检测火
场情况。

此次演练应急机制启动迅速，人员组织有
序，物资保障充分，现场指挥得当，扑救措施
科学合理，充分锤炼了全市森林火灾扑救的组
织领导和协同作战能力，提高了扑火队员的专
业素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防火意识。

我市森林消防队伍举行实战演练

（上接第一版）以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进一步调整
完善工作思路、方向和重点，用改
革的思路攻克难题，用创新的思路
破解瓶颈，用务实的办法推动落
实，理清思路，突出重点，以市区
基础教育三年攻坚计划、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太行山文化带建设交流
会、5A级景区创建、环邢台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等为抓手，转变工作
作风，提高工作效能，高水平、高
质量推动各领域工作创品牌、出亮
点，努力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满足感。

董晓宇强调，要牢守底线红
线，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实
现2019年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挂图作战抓进度 强化督导收好官
用改革的思路科学谋划好明年工作

（上接第一版）形成安全生产习惯，
做好应急管理。要认真履职尽责，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桥梁和纽
带，积极对标、对接省直部门和先进
单位，在全省系统内部要有新气象，
在推进改革工作中要有新进展。

宋华英强调，要履行好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推动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要以巡视整改

为契机，全面系统梳理问题，举一
反三，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在组
织建设上加大力度，进一步完善
好组织体系。要抓好思想从严、纪
律从严、作风从严、自身建设从
严，各部门一把手要以身作则，抓
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好表率，为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
台作出更大贡献。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赵羽） 12月2日，我
市大气办召开第五次大气治理攻坚日
调度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
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永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
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精神，精准管控，
科学施策，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
严格落实两个“零容忍”，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争取把污染指数降到最低。要紧
盯“六项因子”管控，科学界定目标指
数，及时通报各县市区管控情况。要根

据重污染和非重污染天气情况，分别按
照相应措施，科学精准管控。对工业企
业要做到大小统抓，既要确保大企业达
标排放，也要对中小企业加强措施、严
格管控。要根据天气情况，有针对性地
做好洗城和洒水等工作。他强调，要加
强执法监管，切实落实责任，坚决打赢
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会上，市气象局汇报了近期及未来
一段时间我市的气象条件情况；PM2.5
专家小组分析了最近两天我市对“六项
因子”管控的情况总结，以及对未来一
天管控措施的建议。

周永会在大气治理攻坚日调度会上强调

精准管控 科学施策
严 格 落 实 责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