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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城管局建
筑垃圾管理服务处组织
铲车、建筑垃圾运输车
等各类车辆，对市区薄
弱环节即城乡结合处的
无主建筑垃圾，进行了
集中整体清运。同时严
厉查处建筑垃圾违规运
输、遗撒、乱倒乱卸等
行为，维护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助力创城。

（曲飞 摄） 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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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武健） 12月 10日，
我市召开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调度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食安委主
任周永会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胡
仁彩、邓素雪出席会议。

会议对全市食品药品安全重点工
作要求进行全面解读，并研究部署了
我市相关工作。周永会指出，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
各级相关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强化
责任，切实把工作扛在肩上、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要对照职责要求，明
确专人抓好落实工作，并厘清各项任
务目标，逐条逐项查漏补缺；要强化
沟通对接，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联

系，积极争取对本行业的支持，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周永会强调，要全力做好年终岁
尾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相关职
能部门和各县市区要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严格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以及中央、省、市工
作部署，加强对重点环节、重点区域
的排查整治力度，对可能引发安全事
件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坚持源
头治理，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整治，
彻底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邓素雪还就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讲了具体意见。

周永会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全力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时政要闻

本报讯 （记者路遥 通讯员
柴昭柯）近日，市科技局、财政局
等5部门出台《关于支持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试行办法》，围绕我市主导
产业和重点行业创新发展，积极探索
建立形式多样、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模式，积极培育研发、孵化
和服务业绩突出的新型研发机构。

我市鼓励引导各级政府、企业
与市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

业和社会团体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在
我市创办新型研发机构，鼓励骨干
龙头企业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在能
力建设、研发投入、人才引进、科
研仪器设备配套等方面给与支持，
鼓励积极申领省、市科技创新券。

《办法》鼓励各县市区政府设立
专项资金扶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市
财政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专项资
金，对认定的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的经费资
助，全力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的组建运
营、引进创新创业项目和补助等。

根据《办法》，新型研发机构在
注册成立时间、知识产权和技术领
域等 8 个方面达到国家规定的标
准，优先推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聘用本科以上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海外留学人
员，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国家和省、

市有关引进人才（高层次人才）的
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知识
产权转化为股权、期权的激励政
策，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

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建设发
展项目，可优先安排建设用地，市
县有关部门有限给予支持。对符合条
件的新型研发机构进口科研用仪器
设备，按有关规定享受减免税待遇。

我市出台《办法》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给予经费资助

12月6日，找宝儿童虹膜保护
云沙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沙河特
殊学校免费为儿童采集虹膜信息。

当日，找宝儿童虹膜保护云沙
河工作站启动。工作人员为该校
12 周岁以下的儿童录入虹膜信
息，建立儿童虹膜数据库，提高失
踪儿童被找回几率。据悉，虹膜识
别能提取200多个量化信息点，是
目前国际公认精准度最高的生物识
别技术。（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尼青岩

“新修订的宪法适应新形势、吸
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
范，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极为
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日前，巨鹿
县委书记孙保祥在接受采访时说，
必须准确领会和把握这次宪法修正
案的核心要义和实质内涵，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全面开创法治巨鹿
建设新局面。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宪法，要坚

持领导带头、机制推动。”孙保祥表
示，巨鹿将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纳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专
门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传达学习
宪法实施工作，研究制定《巨鹿县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实施自查工作方
案》，明确活动原则、活动重点、部
门职责等。活动开展以来，先后召
开14次会议，进行专题调度，有针
对性地指导工作向深度和高度上开
展。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宪法，要坚

持浓厚氛围、全域推进。”孙保祥表
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全县各
级各部门必须都要认真学习、坚决
贯彻。巨鹿积极邀请省委党校张锡
鹏教授，组织县委党校骨干教师等
举办宪法学习大讲堂活动，对全县
3000 余名党员干部进行了专题培
训。同时开展了 32 场“人大小讲
堂”活动，组织开展60余次专题座
谈研讨活动，20场宪法巡讲活动，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教育培训干部
群众5万余人次。先后发放了5万
余份《宪法》读本、8万余份宣传
单、悬挂宪法条幅2100多条，有效
促进了宪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进
单位、进市场，全县宪法学习宣传

气氛持续浓厚。
“深入学习宣传宪法，要坚持创

新形式、保证效果。”孙保祥表示，
巨鹿坚持三级书记讲宪法，做到宣
讲全覆盖。同时，积极打造宪法宣
传专门阵地，累计筹资60余万元，
分别在魏征法治公园建立宪法地标
两座，在春晓北街建设以100余块
图示为主题的宪法一条街，让广大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学习、倡
导宪法精神。谋划拍摄宪法学习宣
传贯彻方面的法治微电影，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保证宪法精神真
正深入人心。通过学习宣传宪法，
全面营造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动改革、破解难题、改善民生、
加快发展的氛围。

担起新时代学习宣传贯彻宪法责任使命
——访巨鹿县委书记孙保祥

学习宣传宪法 贯彻实施宪法·高端访谈

近日，邢台县税务
局开展“立冬送温暖
捐衣献爱心”志愿服务
活动，全体干部职工积
极捐赠衣物被褥 205
件，以实际行动弘扬扶
危济困的传统美德。

（闫军安 摄）

本报讯 （姚利涛） 今年以
来，南和县水务局投资1045万元
对全县26个贫困村饮水设施进行
改造提升，通过工程配套、改
造、升级、联网等方式，解决5.44
万农村人口饮水不稳定问题。

据悉，该局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实

效。今年以来，该局通过紧扣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以不愁
吃水为先，将农村饮水作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认真谋划，全力推
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截至目前，全县农村集中供
水率达 100%，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供水保障率超过95%。

南和县

投资千余万开展水利扶贫

本报讯（于纪红）清河县不断加大
扶贫领域专项清理力度，先后成立10
个督查组，采取“重点督查”、点穴式抽
查、明察暗访、专项清查等方式对全县
扶贫领域开展2轮督导检查。清理扶贫
领域违法违纪问题103件，给予党政纪
处分64人。

该县对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危房改
造、低保五保等4个领域问题开展重点督
查，清退教育扶贫中不符合享受扶贫政
策的学生233名，涉及资金15万余元，全

部上缴县财政。在全县抽取12个村，就扶
贫领域问题开展“点穴”式解剖检查。实
地走访贫困户253户591人，检查中发现
作风不实问题79条，逐一整改到位。

利用一个月时间开展扶贫领域资
金使用和村干部优亲厚友问题专项清
理月活动，通过自查、互查、抽查对扶贫
领域资金使用和村干部优亲厚友问题
一查到底。截至目前，已清理扶贫领域
作风问题188件，完成整改185件，提醒
谈话18人，批评教育314人。

清河县

架起纪律“高压线”护航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王琳 通讯员
张孝宸）连日来，市政维护处对市区
路灯照明设施全面进行排障和检修
工作。

冬季昼短夜长，每天路灯照明
时间近14个小时。为了市民出行安
全，市政维护处职工冒着严寒，白天

处理路灯事故，晚上检修路灯，目前
已检修路灯2000多盏。对泉北西大
街、兴达路、人民大街、泉南东大街、
顺义街、公园西街等照度不足的街
道路灯进行改造，更换、加装灯头
1374套。同时，加大路灯及夜景设
施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维修。

市区路灯照明设施全面检修

撸起袖子加油干
搞好经普促发展

齐红宾不慎将车牌
号：冀EM9172的营运证
丢 失 ， 证 号 ：
130522003522，声 明 作
废。

声 明

庞粉香不慎将位于
沙河市新兴路住宅小区
单元楼1幢1单元102的
不动产权证书丢失，证
号：沙房权证市区字第
005453号，声明作废。

声 明

齐红宾不慎将车牌
号：冀 EKE12 挂的营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130523001777，声 明 作
废。

声 明

庞粉香不慎将位于
沙河市新兴路南段路东
综合楼一层的不动产权
证书丢失，证号：沙房权
证市区字第 005572 号，
声明作废。

声 明

庞粉香不慎将位于
沙河市新兴路住宅小区
1幢1单元202的不动产
权证书丢失，证号：沙房
权 证 市 区 字 第 005455
号，声明作废。

声 明

张力超，王琼不慎
将女儿张予馨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I130691202，声明作
废。

声 明

曹玉禤，李士雄不
慎将儿子李梓涵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副页丢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Q131063369，声明作废。

声 明

沙河市卫生学校毕
业生刘跃峰，男，于2006
年 04 月入学，2008 年 03
月毕业，学制 2 年，社区
医学专业，不慎将毕业
证 书 丢 失 ，证 书 编 号
（普）：20080510010465，
声明作废。

声 明

本报讯（记者谢晓燕）近日，
省工信厅公布了2018年河北省特
色产业名县名镇和河北省中小企业
示范产业集群名单。2018年河北
省特色产业名县名镇共25个，我
市6个县市区被评为河北省特色产
业名县，5个乡镇被评为河北省特
色产业名镇，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我市南和县、广宗县、沙河
市、临城县、任县、清河县分别被
评为河北省宠物食品产业名县、河

北省自行车产业名县、河北省玻璃
产业名市、河北省泵阀产业名县、
河北省机械制造产业名县、河北省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名县；宁晋县苏
家庄镇、宁晋县大陆村镇、南宫市薛
吴村乡、清河县油坊镇、清河县谢炉
镇被评为河北省特色产业名镇。

同时，南和县宠物食品产业集
群和平乡县自行车产业集群等2个
产业集群被评为2018年河北省中
小企业示范产业集群。

我市6县市区获评省特色产业名县
5个乡镇获评省特色产业名镇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通讯员
王鹏瑞） 12月 10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周永会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提示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桥西区、桥东区两区政府主要主
管同志及环保分局、城管局、建设局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周永会指出，我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已进入年终冲刺阶段，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
思想认识，敢于破釜沉舟，维护尊
严，守住底线，进一步增强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周永会强调，要靶向施策，精准

施治，聚焦短板，科学管控，做细
做实各项工作，同时，要突出重点
工作，抓好各项细节，既要着力解
决扬尘综合整治、散煤治理、“散乱
污”企业取缔等重点难点问题，也
要重视餐饮油烟整治、“洗城”等应
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要充分调动
基层力量，层层传递压力，把街道
（乡镇）办、环保所、村（居）委会、
网格员等广泛动员起来，主要领导干
部也要自我加压、主动深入基层一
线。要加强督导检查，启动问责机
制，严肃追究失职渎职人员和部门责
任，全力以赴抓好各项落实，确保完
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

周永会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提示会上强调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实习记者籍明泉） 12月
7日，全市打击盗采河道砂石资源专
项行动现场推进会议召开，副市长胡
仁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沙河市等7个县市区政府主
管同志参加会议。

胡仁彩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深化认识，统一思想，严格落实河长
制，加大河域巡查和整治力度，严厉
打击河道非法盗采砂石资源行为，切
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要突出重点，强化实效，全面排

查，摸清底数，建立工作台账，积极
宣传引导，着重整治大沙河、白马
河、汦河等重要行洪河道。要健全完
善联络机制，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及
时开展督导检查，不断规范采砂秩
序，全力以赴开展打击盗采河道砂石
资源专项行动，切实维护河道良好生
态环境。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
大沙河钢铁路上游河段河道采砂管理
情况。会上，沙河市等7个县市区分
别做了发言。

全市打击盗采河道砂石资源专项行动现场推进会强调

全面规范采砂秩序
维护河道良好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