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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梅不慎将位于
沙河市迎新街路南二十
冶生活区 2015 幢 5 单元
40号的不动产权证书丢
失，证号：沙房权证市区
字第0011372号，声明作
废。

声 明

徐暖之，王飞不慎将
儿子徐学檬的出生医学
证正页丢失，出生证编
号：O130722210，声明作
废。

声 明

赵梦雅不慎将邢台
市桥西区人才交流中心
人事代理合同书丢失，
档案编号：20181055，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口腔医学系普口 2
班学生李康丽不慎将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80520102064，声 明 作
废。

声 明

徐康建，王琳不慎将
儿子徐梓桐的出生医学
证明正页丢失，出生证
编号：Q131064508，声明
作废。

声 明

徐征果不慎将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
发 票 代 码 ：
213001410014，发 票 号
码：00343171 和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代开）发
票代码：213001090002，
发票号码：00878428 丢
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时政要闻

本报讯 （记者吉安东 通讯员
王鹏瑞） 12月1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周永会先后到邢台旭阳焦化有限
公司、特瑞堡轮胎工业（河北）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措施，查看了企业重污染天气停限产措
施落实情况，并现场督导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

周永会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
治形势十分严峻。企业要尽职尽责、主
动作为，认真履行治污主体责任，依法
依规生产经营，严格落实应急减排措

施，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相
关部门要强化对重点企业、重点部位精
细化管理，加强对企业的在线监测监
管，保持高压态势，最大程度减少污染
物排放量，确保完成任务目标。

周永会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
山。要严格落实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
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筑牢安全
的防护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企业要强化风险管控措施，认真做好隐
患排查整治，把工作措施逐项落到实处，
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周永会就重污染天气响应及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督导调研

筑牢环保和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记者赵羽)12月 17日，副
市长、市公安局长陈少军到医院慰问
受伤特警队员曹晓峰、张祥谦，为他
们送上鲜花、慰问金和慰问品。

12月5日，我市公安特警支队便
衣大队教导员曹晓峰带领队员张祥
谦，在进行案件调查走访时被嫌疑人
袭击。时值学生放学，为了保护周边
来往学生和群众的安全，面对穷凶极
恶的歹徒，曹晓峰和张祥谦毫不犹豫
地用身体挡住了歹徒胡乱挥舞的锤
子。在与歹徒搏斗过程中，曹晓峰头
部两处被击伤，鲜血直流；民警张祥
谦眼部受伤，脑后部也被击伤。遭袭

后，曹晓峰带伤奋勇追击千米终将极
力反抗的歹徒擒获。所幸街道上来往
的学生和周边群众无一受伤。

陈少军分别看望了两位受伤特警
队员，并向主治医师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伤情及治疗情况。陈少军对两位特
警队员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的精神给
予高度赞扬，他指出，曹晓峰、张祥
谦在危急时刻不辱使命、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周边群众的
安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
人民的根本宗旨，是广大民警学习的
榜样。他嘱咐两名特警队员，要安心
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陈少军慰问因公受伤特警队员

本报讯（记者张鑫）在桥东
区东关一社区平安小区，群众遇
到难题，便会到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求助。桥东区南长街办事处党
工委以党建为统领，坚持因地制
宜，整合各种资源，先后建成了
总面积近1万多平方米的7个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实实
在在的服务。

“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居民们的
家，它把居民的心拢到了一起。”
平安小区居民冯锡铅说，附近的
企业、商家及社会组织经常会来
服务中心为居民义务服务。居民
宋志华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要
过来锻炼身体。

东关一社区党支部书记马杰
介绍，各社区根据居民需求，合理
设计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和
空间划分。比如黄园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分成了亲子园、馨香书苑、艺
趣园、信息苑等场地，并建起健身
和文化休闲等特色项目。平安小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有图书室、健身活
动场所、书法园地等。

南长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马
振鑫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党
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下一步社区打算跟社区卫生院结
合，发挥卫生系统志愿者作用，
为居民提供服务，同时协调多种
社会组织与百姓的需求无缝对接。

南长街办事处建起党群服务中心

邢台市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2018年12月16日)

县市区
邢台县
桥西区
威县

宁晋县
隆尧县
柏乡县

名次
1
2
3

倒1
倒2
倒3

综合指数
7.35
9.12
9.51
15.68
14.00
13.73

本报记者 张鑫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
我市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目标，
加大资金投入，在城市公厕改造、
提升、新建上下功夫，大力推进文
明公厕创建活动，一批干净整洁、
功能齐全的公厕亮相街头。

“过去遇到‘内急’找公厕特
别麻烦。现在大街小巷有公厕，
许多还配备烘干机、纸巾盒、洗
手液等，真方便。”市民王先生在
体验完七里河体育公园公厕后发
出感慨。

“现在的街头公厕很干净，环
境卫生保持得很好。公厕环境的改
善，倒逼着我们不断提高文明素
养。”市民靳女士告诉记者。

精细化、标准化，人性化，是
我市推进文明公厕创建活动的着力
点。随着创城工作的推进，城市公
共设施实施“三分建、七分管。”
市区公厕实行了“一人一厕”管理
制。公厕保洁员董琴珠告诉记者，
他们每日都会严格按照“八净”标
准来保证公厕环境卫生，即：地面
角落净、蹲位四周净、便器内外
净、门前门后净、墙壁立体净、隔
断前后净、窗户窗台净、水池镜面
净，确保了公厕内外干净整洁、彻
底消除了公厕异味。

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年来市区新建改造厕所159
座。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提升公
厕管理水平，他们定期对一线保洁
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业务能力，

要求工作中使用文明用语，不断提
升一线保洁工人文明服务意识，做
到人性化服务。并用服务引导市民
文明如厕，在公厕张贴“节约用水
用纸”“便后冲水”等文明标识。
倡导市民自觉维护厕所卫生、爱护
公共设施等文明如厕行为，提高市
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文明意识，在方
便市民“方便”的同时，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以往附近平房多，全是旱
厕，又脏又臭。现在好了，旱厕改
成水厕，还新建了很多公厕，真正
解决了生活中的大问题。”家住桥
东区南长街的武晓青开心地说，现
在还能利用微信平台，在地图上找
公厕。随时随地查询就近公厕的名
称、距离、路线等管理信息，最短

时间内如厕。
市环卫处还在市区主次干道的

醒目位置，设置了600余块美观实
用的公厕指示牌，进一步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新安装的公厕指示
牌采用尺寸长100厘米、宽50厘米
的双面反光铝质材料，高度2米，
底色为蓝色，厕所标志和字体颜色
均为白色，标识文字采用中英文对
照，具有美观、清晰、可视度好等
特点。

小公厕关系大民生。我市全力
提升公厕科学布局和供给水平，提
升硬件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使得公厕越来越成为体现城市
管理服务水平、体现城市文明素质
水平的一个亮丽窗口，赢得市民的
广泛赞誉。

文明公厕让“方便”更方便

本报记者 路英俊
通 讯 员 赵国华

12月 11日，农历十一月初
五。以往每月初五，在威县固献
乡杏园村小广场上，老人们都
会围坐在一张张圆桌前享用孝
老宴。和以往不同的是，一张黑
白照片摆放在一张桌子上，那
是几天前因病去世的村支书王
广海的遗像。

王广海是2010年开始担任
杏园村党支部书记的。上任伊
始，为促进邻里和谐，弘扬孝道
文化，他提议每月初五摆孝老
宴，邀请村里60岁以上老人吃
饺子。但村集体没有经济收入，
他个人连续自掏腰包6个月垫
付饺子宴费用。在他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村民支持孝老宴，争
先恐后为孝老宴捐款捐物。

临近中午，村妇女主任吕
学芝端了一碗刚煮好的饺子，
放到王广海遗像前。村民们自
发地站在王广海遗像前默哀。

12月 5日早晨，王广海拿
出一个馒头和一根火腿肠作为

早餐，刚吃几口突然感觉头疼
不已，遂让后院邻居王广荣带
他去县医院检查。“当时他说早
去早回，中午村里还有一户人
家结婚需要他去帮忙。没想到
车开出去不到5公里，他就说感
觉眼睛看不清了，随后就昏迷
了，再也没有醒来。”王广荣说。

刘光宝是和王广海搭档最
久的村干部之一。“5日7点57
分，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去催
没到的改厕配件。过了一会儿
再打电话时，就已经不是他接
电话了，他人已经不行了。”刘
光宝不由抹了把眼泪，“老伙计
就这么突然没了，我们最后一
次通话还是谈工作。”

村民说：“广海是个好支
书，他才51岁，是累死的呀！”

“广海在村里干的这几年
变化特别大，修通硬化了三条
出村路，建了两个活动广场，打
了两口400多米的深井，村民
的收入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老支书王西武说。

杏园村的浅层地下水苦
涩，不但不能饮用，还不能用于

庄稼灌溉。在王广海多方奔走
下，几年前，两口深井陆续打
好，铺设了数千米的防渗管道，
村里的千亩农田成为了旱涝保
收的良田。棉花、小麦等农作物
产量翻番，群众收入翻倍。

为增加村民收入，今年秋
季，王广海带领村民成立合作
社，流转150亩土地，现在已经
种上了梨树苗。“前些天，刚给梨
树苗浇完水，准备明年开春嫁接
优良品种，谁想到还没看见梨树
结果，他就先走了。”合作社合伙
人单卫臣说，“为了让广海看着
这片梨园长大，村民一致同意把
他葬在这片梨园里。”

在他去世当天，村中一位
80多岁老人得知消息后不停
念叨：“广海走了，村里的主心
骨可就没了。”

固献乡乡长胡晓宇说，
在王广海带领下，杏园村2015
年被评为县敬老模范示范村，
王广海2014年至2015年连续
两年被评为县先进个人，杏园
村党支部2010年至2013年被
评为县先进党支部。

威县杏园村群众含泪追忆已故村支书王广海

“他为村民办好事，我们怀念他”

本报讯(曹明媛 李丽霞 王传利)12 月 15
日，由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医院建筑与文化分会
主办，市三院承办的全国新时代医院建筑与管理
创新会议在我市举行。市第三医院整体改扩建工
程作为新时代医院建设的经典案例，与全国300
多位医院建设管理者进行经验分享，受到与会专
家一致称赞。

市第三医院整体改扩建工程是邢台市重点项
目，2005年开始谋划，2012年开工建设，2018
年全面竣工投入使用。项目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
理念，充分尊重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的感受，
实现了人物分流、医患分流、洁污分流，创造了
安全、便捷、舒适的就医和工作环境。该项目获
得省建设行业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并被列为省
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全国医院建筑管理
创新会议在我市举行
市三院整体改扩建工程成为经典案例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人人参与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人人共享

为了规范临床合理用药，减轻患者负担，日
前，市医院协会受市卫计委委托，对我市二级以
上医院的临床医生300余人分两期3天进行了业
务培训。 （国安 摄）

农贸市场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菜篮子，也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窗
口。桥西区市场监管局加大对辖区农贸市场的整治力度，做好硬件建设
与商户诚信建设，市场软硬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王琳 王伟 摄）

12月17日上午，市助学公益协会的30名志愿者来到新世纪广场，开
展“争做文明先锋·共创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张鑫 张静 摄）

经济普查查工查商查国力
摸清家底求真求实求创新

本报讯 （记者籍明泉） 12 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司长张天佐带领调研组赴邢，就农民
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
研。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飚、副市
长胡仁彩陪同调研。

张天佐一行先后深入到任县盛世
农业粮棉种植专业合作社、沃土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详细询问了合作社
的财政补贴、经营收入、销售市场
等，实地观摩了大棚建设情况，并听
取了有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张天佐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科学

谋划，全面部署，充分认识规范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对于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意义。要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运行机
制，依法登记注册、简化相关程序，
明晰产权关系，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
监督相结合。要培育示范典型，强化
利益联结，积极开展评选工作，做大
做强“龙头”，同时要及时清理整顿空
壳社、挂牌社等，严厉打击以合作社
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活动。要提升办
社质量，扎实开展“四级联创”，加快
实施整县推进，创新金融保险服务，
探索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张天佐在邢调研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时强调

加强规范管理 提升办社质量

本报讯（记者谢霄凌）12月 17日，
我市召开省委、省政府第十一环保督
察组“回头看”整改问题交办会。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出席会议并
讲话。

周永会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交办问题整改工作，深入分析原因，
认真研究整改措施和整改方案，迅速整
改，立行立改。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真
整改，按照“四个不放过”要求，即问题
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
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确保整改过程有效率、有效果。

周永会强调，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要亲赴现场，亲自核查、亲自协调，
对问题整改实行项目管理、台账推进、
全程留痕，持续开展整改攻坚。要认真
梳理问题，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反馈整改
落实情况，整改推进和完成情况要现场
勘验，确保完成问题整改任务。要做好
沟通协调工作，准确掌握整改情况，及
时向上级部门汇报问题整改进度。

会议通报了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
“回头看”移交问题清单情况，并就做好
下一步整改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相关
县市区负责同志作了表态发言。

周永会在省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整改问题交办会上强调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真整改

本报讯（记者武健）12月 17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永会与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河北数字政府业务部总经理
张俊平等18位企业家代表座谈，就深
入推进云上邢台建设等进行交流。

周永会首先对张俊平等18位企业
家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我市有关情况。周永会说，邢台历史悠
久、风光秀美、资源富集、产业兴旺，近年
来，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市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果，新兴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城乡建设
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

的良好态势。希望华为等企业加强与邢
台的战略合作，深化在打造大数据综合
服务平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实现双赢。

张俊平代表此次来邢的企业家代
表对我市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张俊平
说，邢台发展大数据智能化前景广阔，
华为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将按照签署
的云计算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动
在各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大力拓展合
作领域，加快项目实施，助推邢台市云
计算产业快速发展，助力邢台经济社会
发展。

周永会与张俊平等18位企业家代表座谈

推动各相关领域务实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