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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端午节放假调休时间
为：6月7日（星期五）至6月9日（星
期日），6月10日（星期一）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各部门要
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

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
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
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30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19年端午节放假的通知

本报讯（记者张文学）５月31日，
市委书记朱政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全省推进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题研讨班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坚决抓好研讨班提出的各项
重点任务的贯彻落实，全力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加
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之年。省委、省政府举办全省
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
题研讨班，既是对加快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再动员，又是对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再部署。全市上下特别是市、县
两级领导班子，要认真学习领会研讨
班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新要求，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方

向，理清思路，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专题研讨班
精神，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寻找创新性、操作性强的方法路径，
正确把握好“五个关系”，即正确把
握目标与进程的关系，远期目标从建
立完善制度机制的角度去推进，近期
目标用具体措施来推进，打好每一个
攻坚战；正确把握正向拉动和反向倒
逼的关系，既要靠改革、开放、创新
等举措正向拉动，也要靠环境、安
全、技术标准来倒逼淘汰落后产能；
正确把握优化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层
次的关系，以空间布局的优化带动区
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正确把握拉长板与补短板、固底板的
关系，既要把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好，
又要加快补齐短板，尤其是巩固好安
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个底板；正确把
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会议强调，要以实际行动和有力
举措抓好专题研讨班精神的落实。要
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狠抓二季度各项
任务落实，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处置好舆情
和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全面提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水
平，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规划刚性。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做大做强
主导产业，提升产业发展层级。突出
抓好项目建设，重点是项目投产和有
效投资，提高项目投资强度和产出效
益。做好防汛准备工作，全面排查整
治隐患，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安全度
汛。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担当
尽责，以务实作风带动各级干部集中
精力抓发展抓落实，营造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

会议还传达了全省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整改工作会议精神和省领导在中
办国办《关于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情况的通报》上的批示精神、省
委常委会议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有关精
神和省政府 《关于赞皇等 21 个县
（区）退出贫困县的通知》精神，强
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要压实整改责任，对国家
和省 2018 年度扶贫考核反馈的问
题，逐项对照，确保整改到位。10个
贫困县退出后要严格落实“摘帽”不
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
监管的要求，全面完成好脱贫攻坚的
各项任务；接受国家贫困退出抽查验
收的县，要全面对照贫困退出标准，
进一步完善工作、巩固成效，确保在
国家验收中取得好成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抓好重点任务落实 全力补短板强弱项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5月15日一早，邢台县浆水镇前
南峪村，年近八旬的村党委第一书记
郭成志出门遛弯儿。他告诉记者，他
每天都要在村里转转看看，这是他最
喜欢的事。

上世纪60年代起，郭成志就开
始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创业。50多年
过去，昔日荒山秃岭、贫穷落后的山
村，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前南峪变了，郭成志对这里的山、

这里的乡亲的惦念却一直没有变。

“吃苦的事，他总抢着

第一个上。”

“吃苦的事，他总抢着第一个
上。”这是村民对郭成志的一致评
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成志等
前南峪村党组织一班人带领全村
男女老少齐上阵，战天斗地、治
山造田，用 15 年的时间，在“荒
山 秃 岭 和 尚 头 ， 洪 水 下 山 遍 地
流，沿川冲走河滩地，十年九旱
不保收”的山场，载洋槐、播油
松、修滩地，生生靠双手让 8300
亩荒山披绿。

当时，前南峪干部群众一天要
干 13个小时，早上5点下地，晚上
10点回家，除了一日三餐，其余时
间全都在山场。每次上工，走在前
头的是郭成志，收工回家，走在最
后的还是他。因为总是不能按时吃
饭，郭成志患上了慢性胃病，每天
要喝两次中药。他坚持让爱人提前
把药熬好，装进输液用的瓶子里，
第二天带到工地上喝，这一坚持就
是4年。

村 里 搞 小 流 域 治 理 ，打 眼 放
炮，郭成志拣最大的锤抡；出现哑

炮，他第一个冲上山排险；截潜流，
修水渠，寒冬腊月，他不顾冰冻第
一个带头冲下沟底。面对家人的担
心，郭成志就一句话：“我是党员，
我不上谁上！”

因为是党员，郭成志要求自己
绝不能比群众干得少，一定要吃苦
在前。拉土垫地，别人一天拉 18
车，他最少要拉 19 车。起初搞植
树造林，群众不理解、不认识、不
愿意干，郭成志就和村党组织一班
人把村里后 20 年的规划编成剧本
给老百姓看。给板栗树剪枝，他陪
着请来的技术员王金章，在山上的
小石屋里一住就是半年……

日复一日，斗转星移。前南峪
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好起来，经济效
益也一步步好起来，植被覆盖率达
94.6%，不仅获评全球环境保护五
百佳，郭成志还带领前南峪人彻底
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材林
头，干果腰，水果脚”的花果山。

“你搬了我再搬，我是

村里的第386户。”

发展成果让老百姓先享受。这是
郭成志担任村干部以来，对全村党员
干部的一贯要求。

本世纪初，前南峪村仅果品销售
一项，人均年收入就达到 5820 元，
成为首批河北省小康村。

群众富了，村党委首先考虑的
是改变农民的居住条件。拆平房，
村里 386 户，每家每户统一标准盖
起别墅式二层小楼。住新房，村党
委第一书记郭成志和村党委书记郭
天林总是一推再推，把优先挑选的
机会让给群众。

面对老书记的推辞，郭天林不答
应：“你自从当干部那天起，享受上
总是当最后一个，这回，说啥也得让
我当一回最后一个！”

（下转第二版）

太行愚公郭成志
壮 丽 70 年 奋 斗 新 时 代

爱 国 情 奋 斗 者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
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 指出，行政裁决是行
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根据法
律法规授权，居中对与行政管理
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
处 的 行 为 。 行 政 裁 决 具 有 效 率
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

便的特点，有利于促成矛盾纠纷
的快速解决，发挥化解民事纠纷
的“分流阀”作用。

《意见》强调，行政裁决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要
求，建立健全通过行政裁决化解矛
盾纠纷的制度，逐步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各职能部门为主体
的行政裁决工作体制，为促进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国家长
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意见》指出，要切实履行裁决
职责，重点做好自然资源权属争
议、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
议、政府采购活动争议等方面的行
政裁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要创新工作方式，大力推
广现代信息技术在行政裁决工作中
的运用。 （下转第二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健全行政裁决制度 加强行政裁决工作

本报讯（闫瑞哲）截至5月30
日，平乡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23574 万元，占年任务的61%，同
比增收5621万元，增长31.3%，提
前一个月实现财政收入“双过半”。

今年以来，平乡县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根本要求，千方百计优环
境、抓投资、上项目，增强产业科

技研发力度，加大自主品牌建设，
推动县域产业实现高端发展。同
时，积极落实河北省《促进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十条财政政策》，深
化财税改革，大力培植财源，加强
收入征管，确保应收尽收，足额入
库，为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奠定
了坚实基础。

平乡县提前实现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双过半”

本报讯 （记者杜烁 通讯员
王聪） 5月25日至31日，“一带一
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我市选手、邢台技师学
院教师韦国发在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中夺得金牌。

比赛中，韦国发面对来自日
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9个国
家的选手，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楼宇
结构化布线、光缆布线和光纤熔接竞
速三个模块。按照裁判的评判，韦国
发在该项目中操作过程规范度好，信

息网络布线成品在质量、功能、美观
程度等方面均达到全场最佳，最终夺
得该项目金牌。今年8月，韦国发将
代表中国参加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由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重庆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设电子技
术、汽车技术、电气装置等18个比
赛项目，来自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8名人员参加了比赛。

我市选手韦国发国际技能大赛摘金
8月将代表中国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杨永丽）据市农
业专家调查，今年我市小麦的亩穗
数和穗粒数均高于去年，长势总体
良好，丰收在望。

市农业专家说，当前，小麦正
处于灌浆后期，要大力抓好麦田后
期管理，增加千粒重，最大限度地
挖掘增产潜力。

“三夏”大幕即将拉开。市农业
专家预计，今年小麦收获期将集中
在6月8日至15日左右，提醒农民
朋友近期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预
防干热风危害，及时抢收抢种，确
保颗粒归仓。

市农业专家介绍，今年全市
小麦播种面积522万亩。去年秋种
以来，我市积极推广秸秆还田、
深耕深松、播后镇压、机械化精
播等技术，特别是克服了秋冬连
旱、春季低温的不利影响，确保
了播种质量。同时，加强测土配
方施肥宣传培训，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示范，提高了科学施肥
能力。对病虫害加强监测、预报
及信息发布，普及病虫害综合防
治技术，开展社会化统防统治，
小麦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控，为小
麦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三夏”大幕即将拉开

5月31日，市襄都湖公园主景观
开放，为市民再添一处休闲好去处。

襄都湖公园由市政建设集团承
建，位于襄都路与红星街交叉口西北
侧，占地约7.4万平方米，湖区占2.4
万平方米。市城管局河道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园在防汛功能的基础上，体
现了水生态特色和古襄国文化主题。

水系景观提升工程是城市建设发
展的一个缩影。去年，我市实施了扩水
建湖工程，向市民开放了围寨河公园、
开元湖、平安湖等亲水平台。今年“五
一”前夕，五一桥公园向市民开放，预
计6月底，襄都湖公园、牛尾河公园全
部向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黄涛
通讯员 刘丽 梁书华 摄）

襄都湖公园开园

本报记者 王露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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