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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少 萱 不 慎 将 初
级（士）级 别 护 士 资
格 证 丢 失 ，专 业 护
理 ，考 试 时 间 ：2014
年 5 月 ，证 书 编 号：
130522199306230024, 声
明作废。

声 明

王丹不慎将邢台市
人才交流中心人事代理
合同书丢失，档案编号：
18423，声明作废。

声 明

清 河 县 奔 越 汽
贸 顾 兰 格 不 慎 丢 失
捷 途 汽 车 合 格 证 1
张 ，（ 该 车 车 架 号：
LVUDB11B5JF080017，
发 动 机 号 ：
SQRE4T15BAAJH02501 ） ，
合 格 证 号 ：
YJ26XJF00080017，声 明
作废。

声 明

永康境界北区2号楼
2 单元 1105 室房主刘畅
不慎将商品房买卖合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YS2018017339，声 明 作
废。

声 明

2月15日，张兵壮（中）在育苗温室里查看蔬菜秧苗生长情况。
今年33岁的张兵壮是河北邢台南和县郝桥镇刘庄村人，200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2016年，南和县入选全国第二批开展支持大学生等人

员返乡创业试点，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了解到这一消息的张兵壮决定返乡，自主创业。通过多方考察，张兵壮决定投身蔬菜育苗产业。2018年初，张
兵壮还在村里带头成立了育苗合作社，吸纳带动了60余户村民从事蔬菜育苗产业。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 摄）

本报讯（卜君兰 宋国强）“镰好却
无铁，吉兆偏添水，猜一词语。”“我知
道！我知道！当然是廉洁啦！”……2月19
日，隆尧县唐尧公园活动广场上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该县纪委监委举办的“元
宵猜谜共‘廉’欢 传承家风话团圆”主
题活动，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参与。

据了解，此次活动现场悬挂300
余条廉政灯谜，涵盖党风廉政、党纪党
规、家风家训等内容，通过猜灯谜、赢

“廉礼”、拍合影等形式，寓教于乐，进
一步弘扬清正文化、强化廉洁意识，营
造清廉向上节日氛围。

“为政清正人节俭，打一字。”“这个
应该是收敛的‘敛’。”“又在左边，又在右
边，打一反腐名词，这不是双开嘛。”……

活动现场，群众们饶有兴致地聚集在谜
语前争相竞猜。大家纷纷表示，猜灯谜不
仅有趣，还让人学到不少廉政知识。

“灯谜会敲响软警钟。元宵节是团
圆节，一人不廉，全家不圆，党员干部
必须恪守‘廉关’，严于律己，才能与家
人共享幸福团圆。”隆尧镇党委书记肖
五星万分感慨地说。他带着妻子和女
儿一起参加了猜谜活动，并在合影区
拍下全家福。

“举办这一活动，就是让大家在感
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学习廉政文化，接
受廉政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思廉、
悟廉、弘廉、助廉，让清廉家风劲吹尧
乡大地，营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该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隆尧县

元宵猜谜共“廉”欢

本报记者 杨永丽 通讯员 武娜

“姥爷，这个灯笼上面写的是什么
呀？”在元宵灯会现场，一个4米多高的
转灯吸引了4岁的孙艺涵。

“尊老爱幼，宽容博爱，重礼谦
让……这些家训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周胜军开始给外孙女讲解
花灯的寓意。

2月 17日开始，为期7天的任县
“德润任县 灯暖万家”元宵灯会亮
灯。该县人民广场华灯竞放，处处洋溢
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看灯、赏灯，
无疑成为这些天的主题。

“赏的是花灯，品的是文化。”对于
周胜军来说，灯会就是一场集传统、特
色与时尚为一体的“文化盛宴”，他很
愿意带孩子来逛灯会，可以让孩子接
受各种文化的熏陶。

据了解，此次灯会共展出30余组
大中型彩灯、激光灯、LED灯，占地面积

近6万平方米。放眼望去，整个广场仿
若银河，流光溢彩、绚丽多姿。

“宫灯是任县的一个特色文化产
业项目，因此灯笼也是这次灯会的一
大主题设计元素。”任县县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张晓玉指着灯笼墙说，这面
灯笼墙长35米、高7米，一共由千余盏
灯笼组成，全部来自本地的宫灯制作
基地骆庄乡。

2013年6月，任县宫灯制作技艺列
入邢台市第四批市级非遗名录。如今，在
该县骆庄乡宫灯制作基地，有60余家灯
笼制作工坊，带动周边村千余名农户增
收致富，人均年收入增加近2万元。

春节期间，任县还对城区12条主
要街道和公园统一“装扮”，悬挂灯笼
1600多对、串灯1000余串，营造了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除此之外，办村
晚、看灯会、乡艺汇演……春节期间的
20余场文化活动不仅让全县百姓“嗨”
起来，还让百姓过了个欢乐文明节。

任县

赏花灯 品文化

本报讯（记者杜烁 通讯员
陈思佳）据专家研判，受不利气象条
件影响，日前我市遭遇新一轮重污染
天气过程。为有效缓解重污染天气影
响，最大限度“削峰降速”，推进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我市多措并举，强化管
控，积极响应，全力应对。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决定，2月16日0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
色（Ⅱ级）预警，要求各地迅速抓好各项
措施落实，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应急
响应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我市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日调度，充分发挥市空气质量
指挥中心作用，强化各部门会商研判，根
据各项污染物指数及风向、湿度、温度变
化情况对当日防控重点进行实时调度，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及时化解。
2月16日—27日，市生态环境局

开展为期12天的“利剑斩污”专项执
法行动。该行动组织市县两级环境执
法力量，混编组成20个执法检查组，
通过交叉执法、巡回执法、机动执法，
对20个县市区 100家涉气企业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错峰生
产、污染治理设施设置运行、无组织
排放管控等情况进行集中执法检查。
对企业涉气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
查处，确保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同时，专家呼吁，请广大市民主动
放弃燃放烟花爆竹、“烤杂病”、露天焚
烧等行为，为缓解重污染天气贡献自
己的力量。

积极应对新一轮重污染天气过程

我市多措并举“削峰降速”

本报记者 谢霄凌

在冀中能源河北中煤四处矿山
工程有限公司，提起柴建辉这个名
字，人人都称赞。

作为一名工会职工，柴建辉担
任单位红白理事会会长八年有余。
在他的日程里没有节假日，没有上
下班时间点，只要职工及家属有需
要，一个电话，他就第一时间赶到，
为群众出点子，联络殡葬外部事宜。
八年来，柴建辉协助公司职工及家
属处理殡葬事宜400余例。

“红白事都是各家的大事，他一
个‘70后’的小孩能干好？”刚开始接
手红白理事会工作时，不少老同志
不放心。

听到这些质疑，他暗下决心，一
定要将工作做到最好。

中煤四处的职工来自天南海
北，各地风俗不同。柴建辉自己创建
了一套白事办事法，在尊重不同地
域风俗习惯的同时，还能帮助家属
节约费用。

有的家属胆子小，不敢给逝者
擦身穿衣，柴建辉就免费帮着家属

擦身、净面、穿衣。为了让逝者在遗
体告别时自然、从容，柴建辉主动学
习了遗体美容技术，还到殡仪馆、市
人民医院太平间拜师学艺，自费购
买美容产品及工具，很快掌握了相
关知识和手法。

一次，中煤四处一名退休干部
因肝胆破裂病逝。接到家属电话
后，柴建辉迅速赶到医院。在穿衣
整理仪容过程中，逝者口中不断溢
出黑褐色血液。医生告诉家属，呕
吐物带有传染病毒。冒着被传染的
风险，柴建辉坚持为逝者净面、擦

身、更换寿衣。
身边的同事、朋友多次对柴建

辉说，你是工会干事，为家属联系好
出殡事宜就行了，穿衣、净面、化妆
都不是你的事。柴建辉却说：“既然
我要帮着职工办理白事，就要帮到
底，让每一个逝者干干净净地走。”

2月5日，大年初一，正准备去
拜年的柴建辉，接到电话：职工病逝
需要料理后事。柴建辉二话没说，
立刻赶往职工家中。

“见到柴建辉，家属心里就有
了底。”同事们悄悄树起了大拇指。

柴建辉：用心用情帮职工办“大事”

新春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张鑫 通讯员 霍笑楠

“我们要深入各个服务点，把李
保国核桃管理技术的精髓传授给各
个技术骨干，再以点带面，带动更多
的人学到先进管理技术，用科技助
力扶贫。”2月 18日，记者到临城县
绿岭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走访
时，董事长高胜福正与科技扶贫服
务队的队员们一起探讨服务模式，
更好地服务村民。

为弘扬李保国教授的“太行新

愚公”精神，2016年6月25日，河北
绿岭成立了“李保国技术扶贫服务
队”。2年多来，服务队不断给郝庄
镇、鸭鸽营乡、赵庄乡等地群众提供
技术服务，还为江苏、北京、新疆等
10余个省市自治区、370个县的农
民讲技术、解难题，开展大型核桃
管理技术培训。还有很多全国各地
的核桃种植户慕名而来，到绿岭参
观学习。据统计，服务队成立以来，
共举办种植户培训26场，发放核桃
树管理技术资料6000余份，有1500

余人到绿岭公司参观学习，电话解
答技术咨询 1000 余次，受益农民
8000余人。

采访中，记者偶遇河南省山城
区林业局局长郭江华。他告诉记者：

“经过多次到绿岭公司考察，我们山
城区也积极引入核桃种植项目，目
前已种植4000多亩绿岭核桃，70多
个贫困户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借助
国储林政策，打造核桃小镇。依托李
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的技术服务优
势，争取做大单品，做强名品。”

据了解，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
队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了微
信公众号，定期发布核桃树管理技
术，让果农更便捷地学习核桃管理
技术。利用微信、QQ、24小时免费技
术服务热线等多种手段，使农户发
现问题可随时与服务队成员交流，
及时为农户解决疑问。服务队队长
贾志华告诉记者：“我们要将李保国
老师的精神和技术传承下去，让更
多的农户学到技术，科学管理，通过
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绿岭活跃着一支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

我们的节日·元宵

如果您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
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滥发津补贴和福利等问题，请
扫描右边二维码，关注“河北省纪委监委
网站”微信公众号，点击“微举报”，随
手一拍，向河北省纪委监委举报。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
“四风”，河北省纪委监委期待您的参与。

“四风”问题随手拍 一键直通省纪委

““8080后后””大学生返乡创业谋发展大学生返乡创业谋发展

2月19日，在浓郁的节日氛围里，
巨鹿县王虎寨村农民乡土文化艺术节开
幕。村里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前来参观的
群众达6000余人。

本次农民乡土文化艺术节致力于引
导村民变革传统思想，移风易俗，营造良
好的乡村风气。演出样式新颖，丰富多
彩：有诙谐幽默的三句半、典雅别致的旗

袍秀、喜庆红火的灯笼舞、英姿飒爽的长
穗剑、潇洒自在的水兵舞……广场上，人
山人海，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据悉，活动现场，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爱心捐款达8.8万元，这笔善款将全部
用于公共文化活动和解决群众热点问题。

（本报记者路遥 通讯员马羚儿
摄影报道）

王虎寨举办乡土文化艺术节

爱心汤圆

送
一线环卫

元宵节当天，农行邢台县支
行举办元宵节送温暖活动，在爱
心驿站为一线环卫工人煮上热腾
腾的汤圆，并送上节日的祝福，让
环卫工人在寒冷冬日倍感温暖。

（本报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郑尹程 摄）

（上接第一版）全市上下要不断提升狠抓
落实的能力，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
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
不断提升狠抓落实的能力，全力推动
工作取得实效，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
加强学习，以学广才、以学明志，在学
习实践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要统
筹抓好干部的教育培训，认真学习领
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九
届八次全会精神和省“两会”精神，切
实树牢正确的政绩观，树牢五大新发
展理念，树牢“五种思维”，以科学的思
想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开创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析
困境之因，还是求振兴之道，都要
从思想、思路层面破题。”一些干部
思想不够解放，观念理念滞后，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邢台发展不
优、不快。不断提升狠抓落实的能力，
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效，就要不断解
放思想，以思想破冰促行动突围。要

“跳出邢台看邢台”，坚决克服小进即
满、小富即安思想，对标学习先进地

区，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制定和完善符
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思路、工作措施，以
思想再解放、工作再抓实推动全市高
质量发展。

实践是工作的源头活水，群众是
推动发展的力量之源。不断提升狠抓
落实的能力，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要深入基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各
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一线工作法”，带
头落实包联制度，深入企业、农村、项
目工地开展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摸
透，帮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要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
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症
结，研究对策，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推
动落实上，体现到工作成效上，为建设
经济强市、美丽邢台凝聚起攻坚克难、
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扎扎实实强本领，兢兢业业干实
事。只要我们在不断学习中提升能力，
在解放思想中开拓进取，在深入基层
中凝聚力量，不断提升狠抓落实的能
力，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效，就一定能
顺利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