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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市财政局：

按照《邢台市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奖惩办法 （试行）》（邢办字
〔2017〕 33号、70号） 文件规定，
邢台市大气环境质量考核分两个平

台。市区及周边 （桥东区、桥西
区、开发区、沙河市、邢台县、内
丘县）划为一个考核平台；其余14
个县市区划为一个考核平台。第一
平台为周考核，第二平台为月考核。
根据空气质量监测结果，2018年 11

月份第二平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
在最后一位的是临城县，排在第一
位的是清河县。按照奖惩办法规定，
需扣缴临城县 11月份生态补偿金
500万元，清河县综合指数与去年
同期不降反升，取消受奖资格，扣缴

资金用于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请临城县于2019年 1月 30日前将
生态补偿金缴纳至邢台市财政局，
逾期不交将提请市政府督导检查。

特此通报。
2018年12月29日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扣缴2018年11月份第二平台大气污染生态补偿金的通报

桥西区、桥东区、内丘县、沙河市、邢
台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财
政局：

按照《邢台市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奖惩办法（试行）》（邢办字〔2017〕
70号）文件规定，对市区及周边考核
平台县（市、区）由市大气办一周一
考核，一月一汇总。根据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结果，2018年11月14日——
20日第一平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
在最后一位的是桥西区，排在第一
位的是邢台县；11月21日——27日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沙河市，排在第
一位的是邢台县；11月28日——12
月4日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沙河市，排
在第一位的是开发区；5日——11日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沙河市，排在第一
位的是邢台县；12日——18日排在最
后一位的是沙河市，排在第一位的是
邢台县。按照奖惩办法规定，需扣桥
西区12月份生态补偿金125万元，沙
河市500万元。奖励邢台县250万元、
开发区 125万元，11月 21日——27
日、12月12日——18日之间邢台县因

综合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不降反升，
取消两周的受奖资格，所余250万元
用于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请桥西
区、沙河市于2019年1月30日前将生
态补偿金缴纳至邢台市财政局，逾期
不交将提请市政府督导检查。

特此通报。
2018年12月29日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扣缴2018年12月份第一平台大气污染生态补偿金的通报

本报记（记者谢晓燕） 近日，
省工信厅公布了河北省第三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我市20家
企业入围。

20家企业分别是河北亿利橡塑
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宇腾羊绒制品

有限公司、河北三环太阳能有限公
司、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河北万邦复临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河北
华春液压汽配有限公司、河北圣和
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宁晋晶兴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兴盛机械有限
公司、邢台德龙机械轧辊有限公
司、河北喜德来家具实业有限公
司、河北天一电器有限公司、明盾
技术河北有限公司、邢台朝阳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河北茂盛农业科技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邢台隆科机械
有限公司、邢台三厦铸铁有限公
司、河北普乐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中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被认定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企业，将获得我省
2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并优先获得
中小企业领军人才、经营管理者等
培训活动选拔推荐。同时，可享受

“互联网+”应用以及信息咨询、研
发设计、管理提升、检验检测、技
术转移、人才培训、市场开拓、法
律咨询等“订单式”服务。

省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公布

我市20家企业榜上有名

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1月8日至9
日，省医保局副局长李胜群率省考核组
来邢，对我市2018年度医改工作进行
年终考核。副市长邓素雪主持汇报座谈
会并作工作汇报。

在听取了我市2018年度医改工作
情况汇报和市医改相关部门有关工作
汇报后，考核组对我市医改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医改工
作的决策部署，全市形成医改整体效
应，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考核组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医改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实质

性进展；要统一思想，抓重点、攻难点，始
终把群众受益作为医改的基本前提，把
机制创新作为医改的关键要素，把协调
联动作为医改的基本路径，持续把医改
各项工作推向深入；要强化责任、协同推
进，全力推动各项医改措施落地见效，不
断推进医改工作向纵深发展。

会后，考核组先后到市区、巨鹿县
和邢台县相关单位就医改工作进行实
地核查。

2018年，我市坚持政府主导，积极推
进“6项改革1项严控”，做实“两个抓手”，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显著，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基层医改持续巩固，
健康扶贫、医养结合等工作成效突出。

省考核组来我市考核医改工作

◀邢台经济开发区从保护传承民
间手工艺并解决农村残疾人就业出
发，引导农村残疾人学习制作传统虎
头鞋，图为王快镇河会社区残疾人李
小敏正在缝制虎头鞋。（李院红 摄）

本报讯 （记者武健 通讯员
王培） 严冬已至，寒气逼人。然
而，在任县西固城乡东部的一片土
地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5台“大风车”擎天而立，雄
姿挺拔，甚为壮观。

这些“大风车”，其实是中广
核任县 100MW 风电场正在安装的
风力发电机组。2018 年 8 月，中
广核任县 100MW 风电场项目正式
开建。

“风力发电属于低风速发电，风
车只要转一圈，就能发一度电。”任
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王振伟告诉记
者，虽然地处平原，但任县的风力
资源较为丰富，有极大的开发利用
价值。

2019年8月，中广核任县风电
场项目二期正式启动，计划建设27
台单机容量2.2MW风力发电机组，
共建设45台，总投资8亿元。本工
程配套建设110kV升压站1座，规划

110KV出线1回，接入北张220kV站
110kV侧。

风电场项目积极秉承“五大
发展”理念，建成后每年可利用
有效发电小时数约为 2220 小时，
发电2.2亿度可节约标准煤约 12.9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2.24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1960 万吨、二氧化氮的排放量约
2020 万吨、烟尘等有害物质排放
量约 208 万吨，为任县健康持续

发展提供持续动力。项目预计
2019 年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届时
将有效提升大负荷期间任县电网
的供电能力。

“在任县，风电项目是招商引资
的重点项目。风力发电不需要燃
料、没有污染，运行成本低，是一
种新能源。我们将继续支持绿色能
源开发利用，全力助推全县实现经
济快速发展。”任县发改局项目负责
人吴伟科说。

“大风车”转出绿色发展新动能
任县100MW风电场项目将于年底建成投产

本报讯（记者谢霄凌） 1月 9日，
市委统战部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有关巡视反馈意
见要求，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郝艳红出席
会议并讲话。

郝艳红指出，要准确把握形势，深
刻认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
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各级各部门要自觉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抓好巡视问题整
改，切实做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把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要严肃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落
实好“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督

促各级干部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
立场，纠正政治偏差；各单位负责同
志，要带头履职尽责，全力支持纪检
组开展监督工作。

郝艳红强调，要严于律己、自重自
警，树立统战系统干部良好形象。要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做到慎独慎
微，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对照准则、
条例深刻检查自己，时刻绷紧廉政建设
这根弦；要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
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创新意识，以
优良的作风和一流的业绩，进一步开创
全市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会议通报了各地市统战系统违纪
案例。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郝艳红在全市统战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

本报讯（记者吉安东 通讯员
张建锋）1月9日，我市召开赴港澳开展
招商活动调度会。副市长张西军出席会
议并讲话。

张西军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指
出，省委、省政府计划今年4月在港澳
开展专项招商活动，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此次招商活
动的重要性，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与港澳各种招商资源的沟通对
接，确保赴港澳招商活动顺利进行。

张西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实施精
准招商，立足我市主导产业，围绕大数
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积极洽谈对接，

谋划包装出一批高质量、高标准的招商
项目，力争推动和签约一批优质项目。
要狠抓落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广
泛联系港澳工商界的同时，积极与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加强沟通对接，寻求项目
合作，确保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应有成
效。要抓好各项谋划筹备工作，明确责
任分工，尽快梳理汇总我市与香港澳门
合作项目情况，谋划我市对接、洽谈、拜
访等系列招商活动，制定出具体方案，
确保此次活动顺利进行。

调度会上各县市区就招商对接项
目情况进行了汇报，市有关部门结合自
身工作做了发言。

张西军在赴港澳开展招商活动调度会上强调

加强沟通对接 实施精准招商

▲近日，隆尧县医院49名精准
扶贫帮扶责任人分别深入尹村镇东尹
村、田村、王村、东良村、西杨村、
西董村等6个村开展义诊活动。

（李荣军 摄）

声 明
邢台市丰谷合欣餐

饮有限公司不慎将河北
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5 份
丢 失 ，发 票 号 码 ：
00135068—00135072，声
明作废。

声 明
王留洋不慎将永康

万国城南区 11-1-1703
定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码 ：WGC4934，金 额 ：
5000元，开具日期：2017
年5月5日，特此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陈军不慎将邢台万

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收据遗失，收
据号码：0000199，开票
时间：2018年3月27日，
费项：意向金，金额：伍
万元整，小写：50000元，
声明作废。

声 明
樊红卫不慎将位于

沙河市赞南路东段南侧
翡翠城住宅楼10幢2单
元302，车库28的不动产
权证书丢失，不动产权
证书号为：沙房权证市
区字第 2011S512 号，声
明作废。

声 明
路京辉，胡玉霞不慎

将儿子路浩然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G130309734，声明作
废，

本报讯（记者路遥） 1月9日，省
发改委主任党晓龙就审批制度改革、
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建设、新型城
镇化等工作到威县调研，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周永会陪同调研。

党晓龙先后到威县行政审批局、
两不见面改革办公室，嘉寓股份智能门
窗、高科技集热管项目及君乐宝乡村振
兴战略示范区，实地了解审批制度改
革、两不见面改革与承诺制改革进展，
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情况。随后召开
座谈会，听取了威县经济社会发展暨综
合改革、全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汇报，和
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

党晓龙对我市审批制度改革和威

县综合改革等工作表示肯定。他指
出，要把握国家战略布局、消费升级
等发展趋势抓好经济工作，要根据区
位等条件优化产业布局，要打开思
路，找准切口，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要继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党晓龙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抓住，紧抓发展不放
松，实现经济工作良好开局。要坚定
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抓好，在“放管
服”改革上进一步探索，推动改革继
续深化。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
展，做强开发区等平台。要坚定不移
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办好民生实事，
不断增强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

省发改委主任党晓龙到威县调研

（上接第一版）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
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三届二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及报告
人建议名单（草案）；听取了政协邢台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大会发
言准备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政协邢台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秘书
长、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听取了关
于评选优秀市政协委员的情况说明；
审议通过了关于表彰优秀市政协委员
的决定及优秀市政协委员名单；听取

了关于评选优秀提案的情况说明；审
议通过了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审议通过了政协邢台市第十三届委员
会关于专门委员会变动的决定和政协
邢台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任免名单；审议了关于授
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三届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
定（草案）；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三
届委员会办公室及各专委会2018年工
作总结。

市政协十三届九次常委会议18日召开

本报讯 （记者王琳 通讯员
蕾放 晓波） 昨日从市人社局获
悉，2018年度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将于1月 15日开
始，至3月31日结束。

符合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
险补贴的范围是，我市范围内的就

业困难人员，以非全日制就业、临
时性就业等弹性工作方式就业并在
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登记，且以灵活
就业身份在市本级缴纳的2018年度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含大病医
疗）人员。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申请社保补贴与去年相比，补贴
基本原则、补贴的申报材料、补贴
的期限及标准均与去年一致。最大
的变化是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的
县、乡镇（街道）两级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
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将申报方式由在市本级申请调整为
申请人持申报材料到本人“就业困
难人员”认定地的乡镇（街道办事
处） 劳动保障事务所或所在县
（市、区）人社部门指定的地点提交
申请，更加方便。

1月15日起

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杜烁)日前，2018年
第四季度“邢台好人”揭晓。他们分
别是：赵峥，张玉利，任伏香、武金
玲、宗碧淇，谷华栋、张春焕，白素
巧，耿辉敏，李鹏，侯银妮，郄丽
敏，滑超辉，王景新，宋彦鹏，李庆
辉，王钦，宁晋县爱帮嫂志愿服务
队，李耀强，史月平，焦贵雪，文其

林，陈志杰。
据悉，“邢台好人”评选范围为邢

台本地人或在邢台生活、工作的外地
人。推荐对象应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
面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群众认可度
高。咨询电话：3699961。

2018年第四季度“邢台好人”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