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郭雅楠） 5月7日，住建
部国家级特色小城镇调研组到清河县
王官庄镇调研国家特色小城镇创建工
作，在参观了河北贵航鸿图公司等企
业以及村镇文化建设后，对该镇特色
小城镇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王官庄镇于2017年成功申报全国
第二批特色小镇。该镇按照“产业发
展抓特色、城镇建设出亮点”的工作
思路，紧密结合小城镇建设相关工作
要求，以“产业特色鲜明、环境和谐

宜居、城建配套完善、文化健康丰
富、发展活力迸发”为目标，全面推
进小城镇建设工作。在改善人居环
境、助推产业提升、促进经济发展、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乡村文明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一步，王官庄镇将坚持规划建
设改革创新，实施开放招商攻坚行
动，打造规划建设专业队伍，坚持产
城融合、区镇协同，加速镇区建设与
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住建部调研组到王官庄镇调研

本报讯 （记者张鑫 通讯员
祁云平） 从市水务局了解到，自去
年开始至今年4月30日，我市累计关
停自备井403眼，提前1个月超额完成
自备井关停任务。

关停城镇自备井、遏制城镇地
下水超采、保护地下水资源，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按照

《邢 台 市 城 镇 自 备 井 关 停 工 作 方
案》 及各县市区自备井关停方案要
求，到 2019 年 5 月底，我市计划关
停 自 备 井 399 眼 ， 目 前 已 全 部 关
闭，提前完成任务。

按照省市城镇自备井关停方案要
求，下半年，省市有关部门将组成评
估验收小组，对各县市区自备井关停
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估验收。

去年以来

我市累计关停自备井403眼

本报讯（崔信行） 5月6日，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少军先后到新河
县寻寨、荆家庄、白神首、仁让里派
出所和南宫市北胡、大庆街、吴村、
董家庙派出所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
工作。

每到一处，陈少军都详细察看派
出所户籍室、值班室、执法办案区、
民警休息室等场所，认真翻阅工作台
账、接报警记录，详细询问派出所值
班备勤、警力配置、伙食保障及辖区
治安状况、发案特点等情况。

陈少军强调，要扎实推进实施
派出所“示范整治工程”，政工、治
安、法制、督察等部门要深入调查
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指导各分县

局制定可操作性强标准规范和推进
方案，创新方式方法，督促推进落
实。要加快推进“两所”“一中心”
和县级 （巡） 特警队建设，积极争
取党委政府支持，卡死时间进度，
统筹推进实施，确保各项任务如期
高质量完成。要打好安保维稳主动
仗，主动深入辖区摸排重点场所，
尽早消除化解风险隐患，加强消
防、交通等安全检查和法律宣传，
防止发生各类案事件。要加强队伍
管理，严在平时、严在日常，确保
队伍不出问题。要落实好从优待警
各项措施，设身处地解决民警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民警更加安心
放心地投入工作。

陈少军到新河南宫调研指导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时强调

打好安保维稳主动仗

本报讯（王聚芬 刘阳）“手
机扫一扫，服务指南‘码上’知
道，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邢
台县行政审批局服务大厅，邢台奥
融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办事人员文立
强赶来咨询企业设立登记有关问
题，在窗口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
用手机“扫一扫”功能对准需要办
理业务的二维码，办理企业设立登
记所需的材料清单和流程跃然屏

上，短短几秒钟便精准获取了想要
的办事信息。

以前，企业和群众到服务大
厅来办理业务，一些办理频率高
的服务事项需要不同的咨询人员
重复讲解，不仅降低企业和群众
的办事效率，而且增加窗口工作
人员的工作量。

针对这一情况，今年，邢台县
行政审批局在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过程中，结合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服务基层的要求，对县政务
服务大厅办理事项进行全面汇总和
梳理，紧盯企业设立登记，社会团
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成
立），校车使用许可，再生育审批
等40个高频事项，将办事环节前
移，为高频事项办事指南量身定制

“二维码”。办事人员只要拿起手机
扫一扫，就可以查询到所办事项的

设定依据、受理条件、申报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信息，避免
了办事群众因为材料不全而跑“冤
枉路”，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当相关政策法
规发生变化后，服务窗口可以通过
网络对事项相关内容进行实时调整
更新，确保办事企业、群众得到最
新、最准的信息，推动政务服务走
向数字化、便利化。

邢台县量身定制40个高频事项“二维码”
手机“扫一扫”，办理流程跃然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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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近日，在内丘县夕阳红老
年公寓，医护人员正在给老人
取药。

近年来，内丘县整合养老
和医疗两方面资源，推动养老
机构和医疗机构合作，不断
增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能
力，为老人提供持续性、针对
性的医疗、养老、康复等方面
的服务，满足老人多层次的养
老需求。（黄涛 刘继东 摄）

推推动医养结合动医养结合
满足养满足养老需求老需求

近日，隆尧县税
务局开展“全员阅
读 书香税务”系列
读书活动，税务干部
们安静地徜徉于文学
的海洋，在阅读中收
获新知，在分享中共
同进步。
（张芳 高苗苗 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就加强公安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一系
列重大改革举措，全面深化公安改
革，全面推进从严管党治警，提升公
安机关执法公信力，促进了社会公平
正义，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感，确保
了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表示诚挚的
慰问。

习近平指出，在实践中，我们
深化对公安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积
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总结好、
运用好成功经验，确保公安工作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按照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总要求，锻造一支让党中央
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过硬
公安队伍。

习近平强调，要从政治上建设
和掌握公安机关，引导全警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教育全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按照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选好配强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各级公安机关要完
善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等情况的督促检查、问效问责机
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
重大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预防、妥

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确保社会既
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要
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
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利益，
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
社会秩序。要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
的突出问题，履行好打击犯罪、保
护人民的职责，对涉黑涉恶、涉枪
涉爆、暴力恐怖和个人极端暴力犯
罪，对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等
突出违法犯罪，要保持高压震慑态
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
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
合、群防群治，把“枫桥经验”坚
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
持好、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

习近平强调，公平正义是执法
司法工作的生命线。要抓住关键环
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
监督制约体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
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把打击犯罪同保
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
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
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
果、社会效果。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
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法治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信心、乘
势而上，把新时代公安改革向纵深
推进。要推行扁平化管理，把机关
做精、把警种做优、把基层做强、
把基础做实，加快构建职能科学、
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
公安机关机构职能体系。要树立大
抓基层、大抓基础的导向，推动重
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增
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升
基层战斗力。要深化同机构改革配
套的相关政策制度改革，优化职能
配置、机构设置、力量资源配置，
加强机构人员职能整合、业务工作
融合、机制流程衔接。要把大数据
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
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
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要推出更多更高
质量的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好群众
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方便
等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
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习近平强调，从严治警一刻都
不能放松。要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有铁一般
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
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
作风的公安铁军。要把理想信念教
育作为育警铸魂、固本培元的战略
工程常抓不懈，坚持严在平时、管
在日常，使全警真正养成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的高度自觉。对违
纪违法问题，要始终保持“零容
忍”，不管是“老虎”还是“苍
蝇”，无论是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的

“保护伞”还是群众身边的“微腐

败”，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习近平指出，和平时期，公安

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一支
队伍。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给予
特殊的关爱，政治上关心、工作上
支持、待遇上保障，全面落实从优
待警措施。要完善人民警察荣誉制
度，加大先进典型培育和宣传力
度，增强公安民警的职业荣誉感、
自豪感、归属感。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高
度重视公安工作，加强对公安工
作的领导，支持公安机关依法行
使职权、履行职责，帮助解决公
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创
造良好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总结讲话中
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
化和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
职能力，打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
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
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委员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各省会城市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和政法委、公安厅
（局）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有关国有大型企业、
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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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6 日，我公
司在《邢台日报》公开发布
了关于“广宗县自然资源和
规 划 局【2019】23、24、26、
27、28、29、30、32、34、35 号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拍卖公告。现在，在原公告

“七、其他需要公告事项”的
基础上补充公告如下：

七、其他需要公告事
项：

1、本次出让地块涉及
地上附着物一同出让的，地
上附着物不参与竞拍，按照
广宗县人民政府印发《广宗
县批而未供土地地上建筑
物处置意见》的通知，（广政
字[2019]8 号）进行处置，如
原当事人竞得，由县财政局
直接划转原当事人，不再收
取建筑物价款，如其他企业
或个人竞得，由财政局按照
评估价款向竞得人收缴。
（原公告内容序号往后顺
延）

联系地址：邢台市桥西
区莲池大街866号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 系 电 话 ：0319-

2296865
河北融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8日

广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补充公告

恒大城 1 号公寓 2807
号房主李俊宏不慎将购房
收据 4 份丢失，收据编号：
0053673，金额：39865元，开
具日期：2017 年 6 月 25 日、
收据编号：0126858，金额：
53154 元，开具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收据编号：
0126857，金额：16 元，开具
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收
据 编 号 ：0136332，金 额 ：
132885 元，开具日期：2018
年10月25日,声明作废。

声 明

姜坤鹏不慎将驾驶证
丢 失 ， 证 号 ：
130533199301071019，声 明
作废。

声 明

柏乡县龙华乡小鲁村
村民路世鑫不慎将残疾证
丢 失 ， 证 号 ：
13052420070712504744，声
明作废。

声 明

灭失声明
赵 振 现 名 下 机 动

车 冀 EM3166 ，车 辆 型
号 ：7YPJZ- 1450PB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LKBSC8P479B017722，发
动机号：10908100133，由
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
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
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
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
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
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
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注
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 5月 8日我公司
在《邢台日报》刊登的拍卖
公告，因故撤销。特此公告

河北融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撤销公告

5月8日，由市商务局、市总工会等单位主办的“千禾杯”邢台市第三
届烹饪技能竞赛在邢台技师学院拉开帷幕，市区及各县近百家餐饮单位150
名烹饪选手参加，主题是迎接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黄涛 摄）

本报讯（记者王艺） 5月7日，副
市长胡仁彩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赴南和县调研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并召开工作调度会。

胡仁彩指出，要严格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科学统筹
规划，因地制宜部署，真抓实干，狠
抓落实，为推进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区
建设打牢坚实基础。

胡仁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紧扣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要明确示范区
建设的重点，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助
力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带动示范作用，推动示范区建设尽快
见到成效。要主动整合各方资源，用
足用好各项政策，为示范区建设提供
要素保障，全力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
乡村振兴示范区。

胡仁彩在南和县调研时指出

打造高质量高标准
乡村振兴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王琳）日前，从
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中宣
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按照省
相关文件要求，我市2019年度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有调整，缴费档
次调整为7档，享受扶贫政策人员

范围扩大，年满65周岁可领取高龄
基础养老金。

据了解，从今年起，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设置从13档调整
为 200 元、300 元、500 元、1000
元、3000元、5000元、8000元7个
档次，按年缴费。参保人员自主选
择缴费档次。重度残疾人、贫困人
员等困难群体仍可按100元档次缴
费，由政府代缴。

参保人员选择200元 （贫困人
员、重度残疾人员100元） 缴费档
次，政府补贴30元，相当于个人养
老金账户上有230元。200元以上档
次，缴费每增加一档，政府补贴增
加15元。

领 取 待 遇 人 员 年 满 65 周 岁

后，就可以领取高龄基础养老
金。65—74 周岁待遇领取人员的
高龄基础养老金是每人每月 1 元，
75—84 周岁的高龄基础养老金 2
元，85 周岁及以上的高龄基础养
老金是3元。高龄基础养老金可与
年限基础养老金叠加发放。参保
人员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后，社保
经办机构将自动为符合条件的人
员发放高龄基础养老金，不需再
另办理。

除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建档
立卡已脱贫继续享受政策人口外，
今年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扶贫政策人员将低保对象和特困
人员等困难群体也纳入政策范围。
由民政、扶贫部门认定为准的贫困

人员，同一自然年度有过贫困经
历，即可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扶贫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待遇
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构
成。基础养老金由中央、省、市、
县（市、区）逐级确定标准并全额
支付给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个
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全部储存
额除以计发系数139确定。如遇意
外，未能正常领取养老金待遇，个
人账户养老金的全部储存额部将归
还给个人。

另外，政策调整从今年1月1日
起实施，今年未按新标准发放的养
老金要补发，未按新标准征缴的养
老保险费要补充征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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