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邢统宣） 5月8日，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郝艳红到南宫就当
地羊绒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进行调研。

郝艳红先后深入河北鸿熙服装股
份有限公司、安美桥（南宫）羊绒制
品有限公司、南宫市熙臻科技有限公
司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郝艳红都认
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详细了解企
业的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市场前景
以及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并就企业
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指导性
意见。

郝艳红指出，羊绒纺织服装产业
是南宫传统优势产业，要坚持以智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发展方向，以

技术改造为总抓手，着力提高供给质
量，不断提高科学发展、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水平。企业要加快转调创步
伐，加大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投入力
度，积极开展全员全过程创新，打造
更多“拳头产品”，不断增强核心竞
争力。在加快企业发展的同时，要
积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同步做
好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树
立企业家良好形象。相关部门单位
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在用工、资
金、土地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郝艳红到南宫就羊绒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进行调研

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方向
提高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水平

时政要闻

本报记者 王琳 张鑫

5月6日，记者分两路走访了
市区部分金融窗口，发现一些银
行存在无障碍通道被堵，学雷锋
志愿服务者未戴标识，便民服务
器材不达标，门前车辆乱停乱放
等现象。

无障碍通道不畅

无障碍通道是方便残疾人出行
的专用通道。然而，记者到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钢铁路营业厅、沧州银
行邢台分行、邢州农村商业银行营
业部、中国工商银行邢台桥东支行
走访，看到无障碍通道大都被堵，

不能正常使用。
当天 10时左右，记者来到中

国工商银行邢台桥东支行，看到
无障碍通道入口前一两米的地上
摆着“无障碍通道”的标识牌，
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旁边，正好把
入口堵住。

5月6日16时左右，记者在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钢铁路营业厅看
到，两辆崭新的电动车摆放在无障
碍通道的入口附近。记者询问后得
知，这是银行搞活动的礼品。

随后，记者来到沧州银行邢台
分行，无障碍通道处虽有“请勿停
车”的提示牌，可一辆白色汽车仍
随意停车，堵住了通道口。

在邢州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记者看到门前便道上停着机动车，
只给无障碍通道入口留下不宽的一
条通道，一块“请勿泊车”的标识
牌摆放在无障碍通道入口前，影响
残疾人进出。

在位于爱民路与中华西大街的
中国建设银行网点，记者没有看到

“无障碍通道”标识。

志愿服务待规范

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是
宣传城市文明形象、开展便民利民
服务、搭建爱心奉献平台以及提供
社会实践的平台。根据创城标准，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服务人员能够提供
正常服务及佩戴标识，要配备5种
以上的服务器材，如提供急救药箱、
开水、雨伞、打气筒等。

上午10时左右，记者在中国建
设银行八一路西支行大厅看到，银
行工作人员在给客户指导办理业
务，志愿者绶带被放在咨询台的座
椅上。在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记者仅
看到一个急救药箱。

将近11时，记者在中国建设银
行顺德支行，只看到一些雨伞摆放
在入口处。

16时左右，在中国邮政银行钢铁
路营业厅，记者看到由于有人员在示
范制作“手工唇膏”需要插电，导致大
厅内的热水不能正常饮用。有银行工
作人员围坐在桌子附近观看演示，记

者没有看到佩戴标识的志愿者。

门前环境需治理

作为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和
沿街门市一样，银行也有“门前五
包”的责任。记者走访中发现，银行
门前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普遍，还
存在门前有垃圾未清理、甚至一些
墙壁上有乱画现象。

10时30分许，记者在中国农业
银行八一路支行门前看到，自行车
停放处有许多落叶、树枝等没有清
理。还有车辆不按规定停车位停车，
随意停在银行门前、占压盲道。

16时许，记者在中国邮政银行
钢铁路营业厅看到，门前有碎纸屑、
烟头等垃圾。

16时20分许，在沧州银行邢台
分行，记者看到门前的无障碍通道
附近有未清理的建筑垃圾。

记者日前走访市区部分金融窗口——

门前环境需治理 志愿服务待规范
曝光台
——新闻督访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人人参与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人人共享

邢襄工会之窗邢襄工会之窗
劳 模 风 采

郭彦刚，省劳动模范，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首席焊
工技师，焊接工程师，焊工高
级技师，国家职业技能高级
考评员，河北省焊接协会会
员，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
办人。填补公司多项焊接技
术空白，工作室团队进行技
改创新650多项，创效1000
多万元，为公司做出了重大
贡献，去年申报专利3项获
得受理，1项获得授权。

秦楠，省劳动模范。晶澳
（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工艺
部主管。他从一名基层员工
开始，刻苦钻研技术，成为主
管后，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了
多个生产中的难题，获得或
处在实质审查阶段的实用新
型专利及发明专利20余项。
其中，他研发的组件自动测
试系统，促使成品隐裂率从
30%降至1%以内。

（张尧 姚胜勇）

本报讯（乔秀斌） 5月9日，内丘
县人民法院组织73名干警走进邢台监
狱，零距离接受政治性警示教育。

据介绍，本次警示教育活动是内
丘县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纪律作风建
设年”和“审判质效提升年”活动开
展，提升政治性警示教育成效的一项
重要内容。干警们参观了服刑人员的

生活场所和生产车间，听取两名服刑
人员现身说法。大家纷纷表示，要以
案为鉴，以人为镜，不断增强爱岗敬
业、担当有为、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
的自觉性，守住纪律与道德底线，以
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实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内丘县法院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孙建伟 李振胜）
昨日从市医保局了解到，该局联合市
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等，于本
月起启动为期8个月的打击欺诈骗
保专项治理行动，对全市所有定点医
药机构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等行为。

“专项治理行动分自查、联审互
查、重点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等阶
段。对需要移交公安机关的重大案
件线索，及时启动行刑衔接机制，
形成打击合力。”市医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查实的欺诈骗取医保基
金、内外勾结等违法违规行为，坚
持“零容忍”。

此次行动分别对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医

保经办机构等，开展不同形式的检
查。重点包括：将医保目录范围外
的药品、生活用品、保健滋补品等
费用串换成医保支付范围内的费用
进行医保交易结算；伪造、变造、
涂改医疗文书或者提供虚假医疗费
用结算报表、凭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支出；工作人员盗用或冒用他人医疗
保障证（卡），利用医保卡套现等。

据悉，市医保局已经建立了24

位专家组成的医保基金监管专家
库，不定期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
进行突击检查。

“发现相关欺诈骗保行为的市
民，也可以向我们举报投诉。”市医
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医保局制
定了欺诈骗保举报奖励办法。提供
相关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给予符
合条件举报人最高额度不超过10万
元的奖励。

我市专项治理欺诈骗保行为
举报者最高可获10万元奖励

诚 信 建 设 万 里 行

▲5月9日，市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和区计划生育协会组织青年志愿
者到纳入特别扶助的特殊家庭慰问，为他们送去新衣服和生活用品，并送
上“亲情联系卡”。 （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邢台县医院组织护理团队深入学校和乡
村，开展了为期两周的“科普知识进校园（乡村），健康美丽邢台县”科普健康
行系列健康知识宣讲活动。 （娄亚琼 摄）

▶近日，市出租车管理处联合市残联开展“同在蓝天下 助残在行动”
活动，爱心“的哥”“的姐”载着40余名残疾人来到邢台县前南峪村，参观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本报记者 黄涛 摄）

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路遥 通讯员
李云峰） 从4月底开始，市场监管
部门在全市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
全守护行动，重点对儿童玩具、学
生文具、校服产品、校园跑道原材
料4类与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密切

相关、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产品开
展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

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生
产领域开展专项治理，从严从重查
处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
开展校园周边商超等经营领域专项

治理，重点加强对校园周边经营场
所，以及农村集贸市场、城乡接合
部等质量安全问题高发多发区域的
监管。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突出与儿童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
安全指标。开展产品质量缺陷调

查和召回，对存在缺陷的儿童和
学生用品依法实施召回措施，督
促企业履行召回法定义务。在重
要时点集中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
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伪造产
品产地等违法行为。开展风险监
测和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组织实
施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及时发布风险警示，最大程度
地避免事故发生。

我市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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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陈 学 军 名 下 机 动

车 冀 EBB577 ， 车 辆
型 号 ：HY110-A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LB7DHC1A1D1079508，
发动机号：CD058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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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建 冉（身 份 证 号 ：
130526199110275525）不 慎
将护士执业合格证书丢失,
声明作废。

声 明

赵浩杰不慎将邢台市
开发区人才交流中心人事
代理合同书丢失，档案编
号：2013170,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厚润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不慎将起重机
械备案证丢失，备案编号：
冀 ER- S- 00925；规 格 型
号：SC200/200，设备编号：
160603；出厂日期：2016 年
06月14日；生产厂家：亚泰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产权
备案日期为：2016 年 06 月
14日,声明作废。

声 明

尊敬的聂召敏、李国敬先
生/女士：

2018 年 11 月 19 日，您
与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购买瀚业·紫御澜湾2
号楼 18 层 1 单元 1801 号商
品房，我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26 日按您预留的地址通
过特快专递方式向您送达

《催告函》被退回。现发布
公告，请您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尽快办理贷款手续
或补缴剩余购房款，如届时
仍无法成功办理贷款或补
缴剩余购房款，我公司有权
解除协议，并有权另行出售
该房产，特此公告。

河北瀚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五月九日

公告函

本报讯（记者吉安东） 5月9日，
沙河市政府与冀中能源股份公司年产
20万吨玻璃纤维生产线项目签约仪式
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强出席仪
式并致辞。

张强对冀中能源股份公司为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他指出，此次签约的年产20万
吨玻璃纤维生产线项目，科技含量
高、投资规模大、市场前景好，是
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一次生
动实践，必将有力助推沙河乃至邢
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邢台市委、
市政府将全力支持签约事项的落
地、开花和结果。

张强要求，沙河市要坚持目标需
求导向，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
识，深入实施“两不见面”改革，积
极打造项目绿色服务通道，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全程提供优质服务，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据冀中能源负责人介绍，玻纤
产业作为新型建材产业，发展潜力
大。此次冀中能源股份公司将在沙
河市经济开发区新建两条 10 万吨玻
纤池窑生产线，其主要产品为市场
主流中高端产品，包括环氧高强
纱、烟道用纱、离心浇铸喷射纱、
LFT 热塑性长纤维、双壁罐喷射纱、
表面级SMC纱等。

年产20万吨玻璃纤维
生产线项目落户沙河

（上接第一版）充分认识国防教育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国防
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
高做好我市国防教育的工作能力和水
平。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开展国防教
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增强居安

思危意识和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切实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她希望
广大学生要自觉把个人前途和祖国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牢记历史、刻苦
学习、强健体魄，争做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上接第一版）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打
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加强
调研论证，对标对表先进，严格把控
该报告的重要环节、重点内容，充分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法言法理、技术表

述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切实增强报告
的可行性。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源
头管控，开展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
力，努力使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气治理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征求意见会议

（上接第一版）感觉内心被一股力量推
动着。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必须练就
过硬本领，勇于砥砺奋斗，将解决好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和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作为奋斗
目标和努力方向。最近刚刚被中央文
明办评为“中国好人”的桥东公安分

局食药大队副大队长王瑜说，食药警
察作为“舌尖安全”的守护者，是建
设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的
中坚力量，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的工
作指明了方向。今后要更加努力工
作，守护好百姓的餐桌子、药罐子，
确保食品药品更加安全。

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