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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马维勇） 3月23
日，我市开展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执
法检查专项行动，对市主城区施工
工地扬尘治理情况依法进行全面检
查，坚决打击扬尘污染行为。副市
长张西军出席启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施工工地扬尘
治理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的检查范
围涉及市主城区 257 家施工工
地，检查重点是施工工地“六个
百分之百”执行情况，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建筑施工工地监
测设备安装联网情况和建筑施工

工地监督人员在岗履行监管职责
到位情况。对达不到“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的重大民生工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由现场执法检
查组当场责令其整改，检查完毕
后，经复查，整改仍不到位的，
参照工程量大小，由市大气办将
存在问题移交相关部门责令施工
单位限期整改。

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交通
运输局主管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
局执法检查人员280余人参加了当
天的启动仪式。

我市启动专项行动

就工地扬尘治理开展检查

本报讯 （记者谢霄凌） 3 月 22
日，在收听收看全省化工行业安全生
产整治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后，我
市随即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省会议
精神，就进一步做好全市化工行业安
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进行安排部署。
副市长邓素雪出席会议并讲话。

邓素雪指出，化工行业整治攻坚
行动涉及部门、单位多，时间紧，
任务重，各级各部门、所有危险化
学品企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按要求迅速成
立领导小组，快速组织实施，主要
领导亲自研究、安排部署，带领专

家深入化工园区、企业开展调研检
查，不仅要看设施、设备，还要看
安全管理。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迅
速行动起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
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治攻
坚行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邓素雪强调，要将这次化工行业
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当作全面提升本地
本部门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的一项
重要工作，强化组织领导，配备精干
力量，认真学习研究《化工行业安全
生产整治攻坚行动方案》，严格按照
《方案》要求的各项规定动作完成任
务，使我市整治攻坚行动取得扎实实
效，保证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我市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会议强调

细化方案 明确分工 确保实效

本报讯 （记者籍明泉） 3 月 22
日，副市长邓素雪带领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清河县，就医保工作进行
调研。

当日，邓素雪一行先后来到清河
县人民医院和清河县中心医院调研医
保工作，详细询问医院建设、异地就
医、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等情况，
并现场协调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

邓素雪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底线思维，加强
医保管理和监督，创新工作方式，整
治医保乱象，打击骗保行为，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防范医保基金穿底风

险。要充分发挥商业保险作用，加强
城乡医保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堵塞
数据风险漏洞，让群众就医更加便捷、
高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
压实监管责任，坚持奖惩分明，强化宣
传引导，补齐工作短板，统筹推进医保
相关改革。同时，要抓好医保队伍建设，
提高医保服务水平，优化医保运行管
理，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切实减轻
群众综合费用负担。

座谈会上，清河县有关负责同志
汇报了医保工作进展情况；市医疗保
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负责
同志就进一步做好医保工作讲了具体
意见。

邓素雪在清河县调研医保工作时强调

提高服务水平 减轻群众负担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唐玥）
近日，市政府办印发 《邢台市区
2019年度住房保障准入条件》，对
今年市区住房保障准入条件结合实
际进行调整，有序扩大了住房保障
覆盖面。

在收入标准方面，我市在综合
考虑居民收入水平、家庭财产的状
况下，将城镇低收入家庭由2018年
的 23894 元/人以下调整为今年的

26006元/人以下。第一类住房保障
家庭的收入由之前的“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扩大到了“城镇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和特困人员供养家
庭”；第三类城镇家庭的收入标准
由“上年度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标准的 1.8 倍以下”调整为“1.5 倍
以下”，即48761 元/人；外来务工
家庭的收入标准由“不限制收入”
调整为“上年度家庭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标准的 1.5 倍以下”，即 48761
元/人。在保障面积方面，第三类
城镇保障家庭规定的保障面积由之
前的“人均 20㎡，总和不超过 60
㎡”变更为“人均15㎡，总和不超
过50㎡”。

此外，《条件》明确规定，第
一类、第二类申请家庭拥有机动
车的；第三类申请家庭拥有价值
15 万元 （含） 以上或两辆 （含）
以上机动车的，不得申请住房保
障；第一类住房保障申请家庭成
员名下有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的；
第二类住房保障申请家庭成员名
下有工商登记注册资本超过 30 万

元 （含） 或在各类企业中认缴出
资额累计超过30万元(含)的；第三
类住房保障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有
工商登记注册资本超过 50 万元
（含） 或在各类企业中认缴出资额
累计超过 50 万元 （含） 的，不得
申请住房保障。

同时，我市进一步扩大了特殊
保障群体范围，明确将公交司机、
环卫工人等新市民群体纳入住房保
障范围；而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的范
围由第一类、第二类住房保障家
庭，扩大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符合
条件的第三类住房保障家庭，实现
了应保尽保。

我市印发《邢台市区2019年度住房保障准入条件》

有序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

本报讯（胡玉生） 3月21日，副
市长、市公安局长陈少军主持召开全
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专题调度推进会，分析总结今年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开展情况，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陈少军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全市公安机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上来，紧紧围绕2019年阶段性目标
要求，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邢台战
场不断取得新突破。要重整行装再出
发。要紧盯“十类重点”和“六个领
域”，确保打击触角全覆盖、无遗漏；

要紧盯黑恶势力“保护伞”和“经济
基础”不放，决不让黑恶势力“死灰
复燃”；加大宣传力度，展示党委政府
和公安机关扫黑除恶的坚定决心和成
效，发动人民群众举报黑恶线索。要
攻坚克难勇担当。各级领导同志要亲
自组织谋划、带头攻坚克难，推动各
项部署落到实处；各成员单位要大力
支持和配合扫黑除恶工作，实现优势
互补；要树立鼓励民警担当作为的正
确导向，激发民警战斗力；市局“扫黑
办”要强化目标管控，推动考核项目报
送工作规范化；各地要明确工作方向，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专题
调度推进会强调

重整行装再出发 攻坚克难勇担当

本报讯（侯月刚） 3月23日，副
市长、市公安局长陈少军先后到平乡
县、沙河市督导检查河道治理、安全
生产和森林防火工作。

在巡查平乡县梅花拳大道小漳河
段时，陈少军要求，要强化属地责
任，县乡村三级河长要对分包河段进
行实地检查，真正把河道存在的问题
全部找出来、弄清楚，逐一登记造
册，确保“四乱”问题排查全面彻
底、无遗漏、无死角。

在检查龙星化工有限公司时，陈少
军强调，化工企业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深刻汲取江苏响水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规范操作知
识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各
级各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
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巡查
督导及隐患排查，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
角，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在沙河市森林专业扑火队驻地，
陈少军强调，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加强森林火灾监
测；要加强森林防火队员实战能力训
练，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准备；要
强化防火物资储备，及时更新储足扑
火机具和现代化装备；要严格火源管
控，加大巡逻检查力度，坚决把火灾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陈少军到平乡、沙河督导检查河道治理、安全
生产和森林防火

加强问题排查 确保责任落实

本报讯（记者刘增舰 通讯员
王中四） 3月23日，副市长张志峰
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桥东区、桥
西区、市开发区、邢台县等地，就
市区精准拆迁工作进行督导调研。

张志峰先后来到万峰东侧地块
拆除现场、胡家营旧村改造拆除现
场、西后楼下村拆迁现场、市开发
区海洋馆项目等15个点位，实地
查看拆违拆迁情况，仔细询问工作
进度和进展情况，了解各级各部门
在精准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并进行现场调度。

张志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明确责任，按照时间节点倒排
工期，加快推进拆违拆迁工作。要进
一步增强绿色发展理念，实行绿色
拆迁、绿色施工、绿色管理，严格落
实建筑工地和道路运输抑尘措施，
切实把生态环保的要求贯彻到拆违
拆迁各项工作当中。要把市区精准
拆迁与项目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
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强力推进，在
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工作
标准，提升工作效率，为打造更加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张志峰调研市区精准拆迁工作

突出重点 倒排工期 加快进度

3 月 21 日，全国人大代
表、邢台学院文学院教授陈凤
珍来到市第七中学，开始她回
邢后的第一场宣讲会，传达全
国两会精神，分享参加全国两
会的感受。

（本报记者 黄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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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3日-29
日第一平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在

第一位的是邢台县，排在最后一位
的是沙河市；1月30日-2月5日排
在第一位的是邢台县，排在最后一
位的是沙河市；2月6日-12日排在
第一位的是开发区，排在最后一位
的是桥东区；2月13日-19日排在第
一位的是开发区，排在最后一位的
是桥西区；2月20日-26日排在第
一位的是开发区，排在最后一位的
是沙河市。按照奖惩办法规定，需奖

励邢台县 125 万元、开发区250 万
元，1月30日-2月5日、2月20日-
26日之间邢台县、开发区因综合指
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不降反升，取消
受奖资格，所余250万元用于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扣缴沙河市2
月份生态补偿金375万元，桥东区
125万元，桥西区125万元。

特此通报。
2019年3月21日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扣缴2月份第一平台大气污染生态补偿金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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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份第二平台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排在第一位的是清河
县，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柏乡县。按照

奖惩办法规定，清河县因综合指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不降反升，取消受
奖资格，所扣500万元用于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需扣缴柏乡县1
月份生态补偿金500万元。

特此通报。
2019年3月21日

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扣缴1月份第二平台大气污染生态补偿金的通报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太阳、地球和天气”。
当天，市气象局举办气象开放日活动，来自市胜利小学、佳佳幼儿园、市二

十四中、市金华小学、市育红小学、市三环逸夫小学、邢台网亲子园的400名学
生在教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走进市气象局，参观气象观测设备，学习气象知识。

（本报记者 张鑫 黄涛 摄）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
李忠斌）3月22日，市金融监管局、
市重点办联合组织召开全市重点建
设项目银企对接会，全市14家金融
机构和69家具有融资意向的省、市
重点项目共同探讨企业融资和金融
支持产业发展对策，活动现场达成
融资意向6.8亿元。

对接会上，经过市金融监管局、

市重点办等相关部门前期协调，8
家金融机构与15家省、市重点项目
达成意向，协议总金额6.8亿元。

按照要求，今年全市各县市区
每月都要组织一次银企对接活动，
市金融监管局将在年终考核中把银
企对接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列为一
项重要考核指标进行考核。

据悉，我市2018年全市新增贷

款完成448.48亿元，跃居全省第4
位，分别比2016年、2017年同期多
增211.82亿元和119.55亿元，达到历
史新高；贷款增长率达到19.1%，高
于全省平均贷款增长率（11.3%）近8
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突破100%达
到104%。贷款增量、增速和新增存
贷比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有力支
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我市就重点建设项目实施银企对接
现场达成融资意向6.8亿元

两会精神宣讲进校园两会精神宣讲进校园

3月 24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工作人员在向学生发放学校结核
病防治知识手册。当日是第 24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走进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邢台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不慎将车牌号
冀 EB6166 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冀交运管邢字
501111223 号 ，声 明 作
废。

声 明

邢台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不慎将车牌号
冀E90117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 号 ：冀 交 运 管 邢 字
533122007 号 ，声 明 作
废。

声 明

王超不慎将一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
JJ00403392，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皇寺校区护理系17
普护 5 班学生周拓不慎
将学生证丢失，学号：
170120105119，声 明 作
废。

声 明

邢台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不慎将车牌号
冀E63336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 号 ：冀 交 运 管 邢 字
533122031 号 ，声 明 作
废。

声 明

3月 22日，学生们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参观市污水处理厂。当日
是“世界水日”，桥东区马路街小
学组织学生走进市污水处理厂，为
学生讲解污水处理过程，增强节约
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黄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