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关注邢台日报微博、微信、掌上邢台客户端

XINGTAI DAILY

中共邢台市委机关报 邢 台 日 报 社 出 版

己亥年四月十六 今日8版2019年5月 20 日 星期一

周 恩 来 亲 笔 题 写 报 名 创刊于1956年7月 1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07 代号17—32 第008022期 责任编辑 王延军 黄再生 责任校对 刘向国 微机操作 杨翠红 E-mail:rbcbzx@126.com 电话：3129993

本报讯（记者吉安东） 5月 16
日至 17 日，省政协副主席葛会波
率调研组来邢，就白色污染治理
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
席郭和平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邢台北
人印刷有限公司、河北华洋塑料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天一城商业
中心等地实地调研。调研组人员
与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人员及
商场管理人员进行交流，详细了

解企业在白色污染治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并就相关
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在座谈会上，葛会波听取了相
关工作情况汇报，对我市白色污
染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他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白色污染
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
强协调联动，扎实开展好污染治
理工作。要加大执法力度，突出

抓好白色污染源头、生产、流通
等各个环节，确保最大限度减少
白色污染。要加大宣传力度，充
分发挥媒体作用，使广大群众了解
掌握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严重危
害、防治知识、治理措施，引导群
众积极主动参与治理工作。要加强
创新，引导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升级
上下功夫，进一步推动塑料制品行
业绿色转型，确保全省白色污染治
理工作取得实效。

葛会波率调研组来邢调研时强调

多措并举 确保白色污染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杜烁

没有直面歹徒时的惊心动魄，
没有千里追凶的精彩曲折。从警14
年来，他默默地身居幕后，在茫茫
数据中捕捉线索，在虚拟世界中比
拼智慧。

你也许从未和他打过交道，但
他和同事一直守卫在你我身边。凭
借键盘鼠标，他斩断了网络背后的
一支支“黑手”，打造了邢台清朗的
网络空间。

他，就是“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省网安系统网络安全专家、市
公安局网安支队四大队大队长李明。

海量数据中查找蛛丝马迹
民宅里揪出制造假币“大佬”

网络安全保卫警察，俗称“网
警”“虚拟警察”。他们要用练就的
火眼金睛，从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
中分析梳理出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李明每天都要面对 3 台电脑，
目不转睛地盯着网上的信息流，一
天下来双眼酸胀难忍。遇有重大案
件和重要活动网络安保，李明更是
想不起有多少个不眠夜是伴着键盘
的敲击声和鼠标的滴答声度过的。

长期的网警工作，使得李明对

各种数据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总
能从不为人注意的点滴数据中发现
重大案件线索，对疑难涉网案件也
总能找出解决办法。

2017年4月，李明在网络巡查中
发现，网民“天空”在“百度贴吧”发帖
称有快速致富的门路，并频频使用

“蓝货”“黄货”等词汇交流。“这两个
词是什么意思呢？”职业敏感告诉他，
这个网民“不简单”。

于是，李明与“天空”进行了
密切联系并很快取得了信任。结果
让李明大吃一惊。原来，所谓的快
速致富，竟然是销售假币，“蓝货”

“黄货”就是根据10元、20元纸币
的颜色起的代号。

“决不能让假币流入老百姓的钱
包。”李明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一头
钻进了案件侦破工作中。经过两个
多月夜以继日的侦查，李明凭着过
硬的技术水平和经验，通过对“天
空”等 QQ 号关联信息进行梳理、
比对、碰撞，从细微的线索中梳理
出有价值的信息，一个涉及十几个
省市的假币销售网络逐渐浮出水
面，并成功锁定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的尤某和何某，为案件的侦破打开
了关键的突破口。

2017年 6月 7日，在精准信息
的支撑下，我市警方对市区某家属
院内的窝点进行强攻。冲进现场民
警大吃一惊，满屋子的印刷机正在
疯狂地印制假币，（下转第八版）

斩断网络背后的“黑手”
——记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四大队大队长李明

本报讯 （记者李开） 5 月 16
日，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
进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市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韩康荣获全国自强模
范称号并受到表彰。

今年34岁的韩康是位聋哑人，
曾多次代表省、市参加全国、省级
游泳比赛，先后获得23枚金牌。特
别是在2010年6月的河北省第七届
残运会上，他横扫泳坛，一举夺得
8枚金牌，被称为邢台的“菲尔普
斯”。他义务为国家残奥会截肢运动

员做陪练，积极主动组织聋哑人并
义务承担教练任务，带领游泳队获
得了优异成绩。他还参加了我市

“水上义务救生队”，曾8次参加救
生。韩康先后被桥西区、邢台市评
为“自强模范”，多次荣获体育道德
风尚奖，被河北省评为“好摇篮”
十佳家庭。

据悉，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
进表彰大会每5年举办一次，是我
国给予残疾人事业战线突出贡献者
及集体的最高褒奖。

市特教学校教师韩康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

爱 国 情 奋 斗 者

为 您 导 读

5月 15日，南和县郝桥镇
前西村农民使用机械设备在麦田
喷洒农药。

眼下正值冬小麦中后期管护
关键时期，河北省南和县农民抢
抓农时进行小麦防病虫、防干热
风、防倒伏的“一喷三防”作
业，确保夏粮丰收。
新华社发（朱旭东 邱洪生 摄）

“一喷三防”助丰收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
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
通知》精神，自6月1日起，全市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包括高等院

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的作息时间
调整为：上午 8：30——12：00，下
午2：30——5：30。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16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

本报讯（王聚芬）“农村生活像
城市，多年的愿望终于成真。”这段
日子，邢台县羊范镇王村村民李亚
楠一家心情格外舒爽，家里家外换
了模样。村里家家户户接通了污水
管网，10年前建房“超前”安装的
室内水冲式厕所能通畅使用了，门
前污水横流的现象不见了，村里有
了保洁员，垃圾天天清，到处干净
整洁。

不止是王村，今年以来，邢台
县全域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越来越多乡村正在变得更加生
态、美丽、宜居。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提升
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邢台县认真
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以农村生活垃圾、厕所革命、生活
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为主攻
方向，整合资源、强化举措、汇聚
力量，确保圆满完成人居环境整治
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各村根据自身经济
实力、村庄特点，因地制宜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基础薄弱的村从垃
圾、厕所、村容村貌等基础工作做
起；有一定基础的村统筹考虑污水
管网建设和绿化、美化、亮化，努
力打造精品村、亮点村；典型样板

村则在发展产业、做精做细上下功
夫。点上有特色，面上有规模，整
体大变化，不仅刷新了农村颜值，
更提升了内在气质。

目前，全县厕所改造已完成
7396座，占全年总任务数的53%；
建成垃圾中转站13个，正在建设5
个，基本实现垃圾转运全覆盖；全
县 59 个村污水处理设施已完成安
装，年内将新增57个村实现污水管
网覆盖；“五清三建一改”在全县铺
开，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突出问
题逐步解决。山区农村昔日脏乱差
现象悄然转变，取而代之的是一幅
幅村庄洁净美的乡村新景象。

精准施策 补齐短板

邢台县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 （记者路遥 通讯员
李院红） 5月14日，在邢台经济开
发区的金风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
项目基础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现
场近百名工人，有的挖槽、清槽，

有的在建钢筋加工场地。负责人凌
峰介绍，项目本月底基础工程完
工，计划7月底主体封顶，9月份将
逐步投入使用。

金风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0
亿元，一期主要建设风电装备生产
基地、产业大数据中心、集中管控
中心等。后续将运用金风全产业链

优势，开展引入风电配套相关产
业、扩大风电生产基地产能等方面
建设，推动邢台本土风电资源产业
转化，吸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在邢台聚集。

凌峰告诉记者，项目从4月28
日开工以来，进展顺利。根据进度
要求，他们通过增加员工、交叉作

业等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的盯办负责人张明祥介

绍，市开发区对项目实行“四位一
体”分包服务工作机制，对立项审
批、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提供全程
保姆式服务，积极化解项目开工建
设中的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早日
竣工、早日运营、早日达效。

金风科技产业园本月底基础工程完工
7月底主体封顶，9月份投用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赵亮
张晓明） 5月16日，市民刘先生在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随
即到大厅内的服务窗口，将供水、供
电、供暖的更名手续一并办理完毕。“买
房过户后，要办理这几项更名，以前得分
别跑供水、供电、供暖几家单位办理。今
天在这里，水电暖过户和房屋过户一块办
完，真是方便快捷。”他说。

据了解，从5月14日开始，市公共
服务企业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入驻不动
产登记中心，双方共建不动产、“水电
暖”一站式业务融合服务站。办事群众
进一扇门、填一张表单，提供一套资
料，就能集中办理不动产、“水电暖”
更名过户业务，无需再多跑腿。服务站
自启用以来，在3天时间为群众一站式
办理过户更名业务近百起。

公
共
服
务
企
业
服
务
队
和
市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共
建
服
务
站

不
动
产
﹃
水
电
暖
﹄
一
站
式
过
户

项 目 建 设 进 行 时

整治人居环境 推进乡村振兴

做足文旅融合大文章，推动全域景区化、景区全域化——

我市从旅游资源大市
向旅游经济强市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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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今年确定7个立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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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521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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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基础薄弱的村从垃圾、
厕所、村容村貌等基础
工作做起
有一定基础的村统筹考
虑污水管网建设和绿
化、美化、亮化，努力
打造精品村、亮点村
典型样板村则在发展产
业、做精做细上下功夫

三深化三提升三深化三提升 狠抓落实开新局狠抓落实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通讯员安娜）日前，河北
富晶特玻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与苒腾河北设计有限
公司签订了“企业vi系统
产品形象提升服务”协
议。这是我市工业设计创
新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
据悉，今年市工信局计划
借助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平台服务工业企业100家以
上，相关工作正稳步开展。

年初以来，市工信局
先后到河北奥丰食品有限
公司实地对接考察，邀请

省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调研
组到沙河、市开发区、南
和、宁晋、任县等县市区与
企业对接工业设计植入事
项，组织省、市工业设计创
新中心工业设计企业和专家
开展工业设计培训对接活
动，组织润泰救援装备科技
河北有限公司、河北蓝鸟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一生
水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富晶特玻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等4家本地企业到雄
安工业设计研究院参观学
习，组织恒进纺织公司到武

汉纺织大学考察交流和精准
对接，在品牌打造、技术
合作等领域达成多个合作
意向。

据介绍，今年市工信
局还将借助市工业设计创
新中心平台，组织本地企
业参加省工业设计周、省
市设计大赛、设计培训对
接等活动，推动工业设计
创新服务常态化。

市工信局力促工业设计创新服务常态化
年内将服务工业企业100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