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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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霄凌

近日，邢台县西董村小学刚修
建完操场。“邢台市最美志愿者”
李义超听说后，便带领着社会爱心
志愿者为学校送来了价值1万余元
的体育器材。

“他可是孩子们心中的‘超人
哥哥’，每个月都会带着大家开展
公益活动。”志愿者们这样评价李

义超。
1982 年出生的李义超，现任

河北邢临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指挥调度中心主任。他受父母的
影响，从小就有帮助他人、援助
他人的意识。工作后，在家人的
支持下，他开始了自己的爱心事
业，关爱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一做就是十多年。

李义超告诉记者，刚参加
工作时，工资只有 200 元，他拿
出了 50 元钱来到单位周边的小
学，实现了第一个帮扶困难儿

童的愿望。多年来，他每月拿
出工资的四分之一资助贫困学
生。他带着家人和社会爱心志
愿者多次参与到抗洪救灾、帮
贫助困、关爱留守等志愿活动
中，一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并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一起参与，温暖了社会。

2016 年，他与一些社会爱心
人士，共同组建了“邢台市关爱留
守家庭服务协会”，常年资助和帮
扶留守儿童。协会不仅在物质上进
行帮助，还从思想上进行安抚和指

导，帮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十余年来，他帮助留守儿童数
千名，长期资助着20余个留守儿
童家庭。他先后荣获“中国好人”

“2016感动交通年度人物”“河北
好人”等荣誉称号。

“关爱希望，照亮自己；温暖
社会，大爱人生”。在李义超的带
领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
志愿者行列，弘扬“关爱社会、温
暖社会”的正能量，将大爱洒满人
间。

李义超：资助留守儿童数千名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良 好 家 风 家 教

诚 信 经 营 单 位

本报记者 郭文静 通讯员 许金亭

河北宇腾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年
产山羊绒及制品2000余吨，远销五
大洲的30多个国家地区，占世界总
产销量的30%。产品如此走俏，源于
企业讲诚信、重质量。宇腾因此先后
获评中国产品质量放心企业、中国
质量诚信企业。

两年前，宇腾与东亚某企业签
订了一笔3吨一级纯山羊绒的订货

合同。但在接下来3个月工期中，羊
绒市场一路看涨。待准备交货时，市
场上每吨山羊绒已涨至5万余元。
如仍按合同价格交货，宇腾非但不
赚钱，甚至还得赔上人工费。这时，
有人提议提高发货价格，不能做赔
本买卖。“做买卖得看得长远点，不
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讲信用。”董事
长马海涛力排众议说服了大家，按
合同定价把3吨羊绒及时发给了订
货方。宇腾讲诚信甘做赔本生意的
事，令客户非常感动。自此，该客户
与宇腾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讲诚信还给宇腾引来了投资伙

伴。今年9月底，宇腾与香港某公司
联合投资3亿余元兴建的智能化纺
织项目一期工程完工投产。此前，该
香港公司已与宇腾合作10余年，是
宇腾的大客户。“无论羊绒还是羊绒
纱线，宇腾不仅按时付货，产品质量
更是‘没挑儿’，每批货抽检合格率
都是100%。”在项目开工仪式上，香
港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讲诚信、重
质量使他们感受到马海涛的人格魅
力。“与这样的伙伴合作放心！”

宇腾新设的羊绒仓储交易平台
也主打“诚信”牌。两年来，国内外客
户已将2000多批次的原绒及成品

绒放在平台，平台交易越来越红火。
该平台担负着世界各地原绒和成品
绒的仓储和交易。记者在平台采访
时偶遇了一位内蒙的羊绒客商，平
台投用后，他试着将原绒放到平台
销售。起初，他对在平台交易不放
心，每次都要提前偷偷试梳羊绒了
解出绒率，并核算好价格，心里算清
底数。后来，他才知道，这些行为都
是多余的。仓储交易平台不但有“试
标”车间，而且还负责世界及全国羊
绒价格发布。每次交易的结果，都与
他合计的合拍，客商感觉把原绒放
到平台交易真的很稳妥。

宇腾念好诚信经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记者从教
育部门获悉，2019年专接本考试初次
报名将于2018年12月10日9时至12月
14日17时进行。

据了解，专接本考试分为公共
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公共课考试时
间定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文
史、医学、理工、经管、农学类公
共课考试时间为9：30至 11：30；艺
术、体育、外语类公共课考试时间
为 9：30 至 10：30。专业课考试时
间为 2019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4：30 至
17：00，艺术、体育类专业的专项

测试时间由各考点院校自行确定并
提前通知考生。

选拔最低控制分数线按公共课和
专业课考试总成绩分专业类或专业划
定。录取时，按照上线考生考试总成
绩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对未完成招生
计划的院校，按考生总成绩排序依次
录取服从调剂的考生。

此外，2019年专接本考试继续面
向河北省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
学历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采取计
划单列、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单独
录取的办法。

专接本考试12月10日开始报名

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2月5日)

县市区
清河县
临西县
邢台县
隆尧县
桥西区
柏乡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4.67
5.16
5.53
7.53
7.47
7.46

邢台市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攻坚行动曝光台
（第五期）

序
号

6

7

8

9

10

问题单位
或个人

广宗县京
中加油站

威县京博
加油站

清河县惠
康加油站

新河县盛
大新型建
筑材料有
限公司

河北新协
和化工有
限公司

存在问题

⒈卸油口附近静电接地报警仪及人体静电导出装置未移至距
卸油口1.5米外；2.加油机内穿线管口未使用防爆胶泥封堵；⒊
加油机内法兰未使用铜片或铜线跨接；⒋储罐静电测试卡未使
用螺栓紧固；⒌配电室二氧化碳灭火器配备不到位
1.卸油口附近静电接地报警仪未移至距卸油口1.5米外；2.加
油机内穿线管口未使用防爆胶泥封堵；3.加油机内排气管口
未引至机壳外；4.油气回收测试口未加装丝堵；5.站区内废弃
通气管及卸油口置换后未拆除
1.配电箱、柜门未接地；2.配电柜浪涌保护器接地线截面积不
符合规范；3.静电接地报警仪接地点未位于卸油口1.5米外；4.
加油机内油气测试口未加装丝堵，防爆区域内接线口未封
堵；5.加油机PE线未敷设到位；6.柴油加油枪未安装拉断阀；
7.营业室未安装急停按钮
1.风险辨识管控台账制定的防范措施与风险因素个别地点不
对应，缺乏可操作性合成岗位；2.安全检查分析表(scl)与风险
辨识管控台账不一致；3.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台账，分级标
准混乱、分级不准确(如：电焊作业辨识等级为红色)；4.隐患排
査缺少车间和班级隐患排查内容，未分级开展；5.储罐区重大
危险源告知牌缺少物料理化特性内容
1.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2.风险辨识分
级管控台账(电子版)风险因素与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栏内容
存在错误；3.未按规定开展2018年度全面风险辨识；4.风险辨
识管控台账（电子版）部门风险因素未制定管控措施、方案；5.
未建立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分级管控管理制度

处理
结果

责 令
限 期
整改

责 令
限 期
整改

责 令
限 期
整改

责 令
限 期
整改

责 令
限 期
整改 经济大普查 数说国与家

本报讯（记者谢晓燕 通讯员
院红）日前，工信部公布了《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单，润
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作为
新设立消防车专用车生产企业入选，
是全省首家获得消防车生产资质的
企业。

据悉，该公司去年销售收入
11879万元，连续3年保持30%以上
的增长率。公司董事长乔安营告诉记
者，企业的快速发展源于科技创新。
他们每年投入1000余万元进行技术
创新，已获得50项专利，取得17项软
件著作权，其中危化气体遥感探测系
统及技术，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

去年，公司与工程院院士孙玉
共同建立了“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
北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研发出车

联网智慧调度软件，可对抢险救援
的水罐车、泡沫车、道路清障车进行
音视频的信息定位，根据其运行轨迹
和运行状态进行统一调配。目前，
这一车联网已装备到消防车上。该
公司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
民武警学院等国家重点院校合作，
建立了“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研发和人才
培养平台。

在公司车间，技术研发部副主管
常彦凯指着一个灭火机器人告诉记
者，别看它个头不大，在易燃易爆的
危险场所，可用它来代替人来灭火，
在500米范围内均可遥控指挥，消防
员的水枪射程为四五十米，而灭火机
器人水炮射程达80米。目前第一批
灭火机器人已投入使用。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公司获消防车生产资质
是全省首家获得消防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赵羽） 12 月 4 日，
记者从中国图书馆学会下发的《关于
公布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
通知》 中获悉，我市图书馆荣获

“2017年全民阅读优秀组织”称号。
据悉，2017年市图书馆组织开展

各种各类读者活动达到150多次，参
与读者 11 万余人次，“邢襄大讲堂”

“邢图讲座”“海豚故事会”等一批品
牌活动深受读者喜爱。同时，市图书

馆紧跟数字阅读的新潮流和新趋势，
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码看书，百城
共读”数字共读推广活动的资源，在
全市组织开展了“全城扫码阅读”数
字阅读推广活动。该活动在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线上线下广泛宣传，14个区县图书馆
同步推进，在全地区范围内形成了扫
码看书全民共读的良好氛围。

市图书馆获评全民阅读优秀组织

冀EF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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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

声 明

冀 E5Y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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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
民

声 明

冀 EA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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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
坤

声 明

冀 ER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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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保
锁

声 明

冀 E6Y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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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银
普

声 明

川 A12K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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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贵
锐

声 明

冀 E3S99 挂号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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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
辉

声 明

冀E93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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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
辉

声 明

冀 EA8189 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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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
辉

声 明

冀ES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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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
彬

声 明

本报讯（孙建伟）近日，市建
设局清欠办公布了各县市区住建
（建设）局清欠办举报电话，方便广
大农民工举报维权。

据介绍，今年3月份以来，市
建设局清欠办已受理欠薪投诉及举
报236起，涉及农民工2400多人，

解决农民工工资2100多万元，投诉
案件处理率达到 100%。随着“双
节”临近，市建设局清欠办要求各
县市区住建（建设）局清欠办全面
排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欠薪隐患，及时受理举报投诉
案件，限时解决欠薪问题。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农民工
遇到拖欠工资问题，可以拨打工作
所在地举报投诉电话进行维权。

具体投诉电话为：市清欠办
3171638，桥西区 7612078，桥东区
5259880，邢台县3216317，沙河市
8788055，内丘县6866955，临城县

7182305， 隆 尧 县 6692987， 任 县
7516689，柏乡县7713303，南和县
4561700，宁晋县5890612，巨鹿县
4326230，平乡县7860962，新河县
4766273，广宗县7212266，南宫市
5221984转8560，威县5967388，临
西县8576008，清河县8299178，市
开 发 区 3636698， 邢 东 新 区
3880009。

市建设局将联合人社部门依法
查处欠薪案件，对符合《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情形的失信企业，依规列入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市建设局清欠办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建设领域农民工拖欠工资可维权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柴昭柯）
从市科技局获悉，日前省科技厅备案
了第三批225家河北省农业科技小巨
人企业，其中我市的邢台中棉紫光棉业
有限公司、河北东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等14家企业入选。至此，我市已有48家
河北省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

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是指在现代
农业产业领域内，拥有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且技术创新与企业管理水平较
高，对提升现代农业产业水平和规

模，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示
范带动作用的中小企业。获得备案的
河北省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将享受
省、市、县出台的有关科技小巨人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各级科
技管理部门也将把经备案的农业科技
小巨人企业作为科技管理工作的重点
服务对象，统筹各类科技资源优先支
持其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引导金融、
创投等机构加大资金支持，促进农业
科技小巨人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我市新增14家省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12月
5日，副市长胡仁彩带领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赴内丘县，督导检查森林
防火工作。

胡仁彩一行先后来到内丘县石流
河专业扑火队营区、南赛乡政府以及
太子岩林区，现场观看了消防人员利
用高压水泵车防火进行演练，查看了
责任制落实、值班备勤等内页资料和
物资储备情况，听取了内丘县森林防
火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胡仁彩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克服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做好森林
火灾防控，提升森林防火能力，扎实

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胡仁彩强调，要推进森林消防专

业队伍建设，明确应急救援程序和保
障措施，加强实战演练和物资储备管
理，提升防治森林火灾保障能力。要
明确责任分工，密切沟通协调，完善
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升调度指挥和
预警监测水平。要广泛宣传教育，充
分利用好新媒体平台，进一步普及防
火知识，提高群众法律意识。要强化
督导检查，狠抓责任落实，严格管控
火源，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改，科
学、高效、有序推进森林防火工作，
确保我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
源安全。

胡仁彩在督导检查森林防火工作时强调

提升应急保障 狠抓责任落实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12月
6日，桥东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主题为

“诉调对接及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公众
开放日暨新闻发布会活动。市、区两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新闻媒
体记者共计30余人参加活动。参会人
员现场旁听了庭审，参观了诉讼服务
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执行事务中心
及法官约见室等，并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纷纷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据悉，近年来，桥东区法院坚持
“政府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
元并举、法制保障”的现代解决纠纷
理念，打造了一支涵盖退休法官、离
退休干部、律师等各界人士的会调能

稳的特邀调解队伍。其先后与公安等
8个行业组织进行对接，在乡镇办依
托司法所建立9个诉调对接工作站，
在社区（村）依托调委会建立133个
诉调对接工作室，实现了法院诉调对
接中心与乡镇办、社区（村居）调委
会的无缝对接。今年以来，该院已登
记“诉前调”案件1249件，已结1053
件，成功调解396件，近38%的民事
案件在诉调对接中心得到化解。“诉调
对接”将法院诉讼化解纠纷的职能延
伸到了特邀调解全过程，深入到了社
会管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特邀调解
员的法制素养和纠纷化解能力，大大
方便了矛盾纠纷的顺利解决。

桥东区法院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近38%的民事案件在诉调对接中心化解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
苏立强） 明确整改时限，做到
立行立改，是我市各县市区对省
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案
件高度重视的概括。内丘县环保
分局第一时间对问题进行逐个
督查督办，认真研究整改措施，
确保交办问题整改到位，就是一
个例证。

内丘县内丘镇四里铺村南有
一石粉厂，该厂厂区内有扬尘，接
到群众信访线索后，内丘县环保
分局立即责令该厂进行整改，确
保厂区内无扬尘。

内丘县石粉厂厂长杨志国
说：“我厂是29号接到咱内丘环
保分局叫咱整改通知，接到通

知以后我们马上在原来的地方
上了两台雾炮机，对原料进行
了重新覆盖，我们现在正在建
立原料棚，在 15 号之前这个原
料棚建成全部完毕，保证达到
环保要求。”

内丘县金店镇北张麻村南
有一篷布加工厂，该厂无环保
手续。

内丘县环保分局执法人员李
永利说：“11月 21日，接到省环保
督察组交办群众信访线索后，我
们当天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调查，
情况属实，该篷布厂无任何环保
手续，我们立即对该厂的生产机
械、产品、原料进行清除，26日，全
部整改到位。”

对于省委、省政府交办的问
题，内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及时督促检查，认真研究整改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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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丘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李信
华说：“内丘县委县政府对省委
省政府环保督查回头看工作高度
重视，多次召开安排会、调度会，
对交办的问题相关责任人深入现
场直接督办，明确整改时限，第
一时间接收，第一时间整改，第
一时间反馈，并举一反三，进行
大排查，做到立行立改，努力为
全县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
态环境。”

明确整改时限 做到立行立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