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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生态环境局：
市政府决定：
郭秋莹同志任邢台市生态环境局调研员。

邢台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7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郭秋莹同志任职的通知

邢台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市政府决定：
杨立彬同志任邢台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调研员。

邢台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5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杨立彬同志任职的通知

时政要闻

日前，沙河市税务局扎实开展“十百千
万”党员干部落实减税降费活动，全体税务干
部深入包联企业进行政策宣传辅导，并倾听意
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曹延春 靳东科 摄）

喜迎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

5月30-31日，市卫健委组织举行园博会卫生应急保障暨重大传染病防控综
合演练。市直驻市医疗卫生单位和相关县市区卫健局派出18支队伍160多人参
加，提高卫生应急工作水平和协同配合能力，确保做好省第三届园博会卫生应急
保障工作。 （薛立波 摄）

本报讯 （记者籍明泉） 5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率
队到我市，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
调研。副市长张西军陪同调研。

刘炳江先后到长征厂燃煤锅炉存
放点，沙河市迎新集团、长城玻璃有
限公司、安全集团，南和县邢台中森
板材有限公司、邢台康美淇板材有限
公司和市开发区等地进行调研，认真
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企业环保治
理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并就做好具体工作予以指导。

刘炳江强调，要搞好顶层设计，
加强分析研判，科学规划、统筹推
进，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

切实制定好工业污染企业调整退出规
划、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方案等。要坚
持综合施策，狠抓源头治理，创新工
作方法，补齐环保短板，重点抓好工
业企业深度治理、“散乱污”企业治
理、扬尘污染面源治理等，确保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要强化执法
监管，敢于动真碰硬，始终保持对环
境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同时注
重指导和服务，帮助企业改造升级，
完善环保治理方案，解决环境污染难
题，推动企业绿色健康发展。要强化
应急管控，实施差异化管理，完善常
态化督导考评机制，全力以赴推进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刘炳江在邢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

全力以赴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张鑫 通讯员王中四）
6月2日，副市长张志峰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市区部分精准拆迁和城
建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督导调研。

张志峰先后来到蓝池集团4S店拆
迁、新华路北延项目建设、北关街改
扩建项目等10个精准拆迁和重点项目
建设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作进展情
况，详细询问、仔细了解各部门在工
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
进行现场调度。

张志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协

调联动，积极对接，密切配合，形
成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
要紧盯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坚持
以人为本，依法依规加快拆迁及建
设进度，按照施工计划倒排工期，
加强管理，科学规划、统筹兼顾、
强力推进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要统
筹抓好路网建设、绿化亮化美化工
作，努力打造疏朗宜居的城市环
境。要全面提高工作标准，提升工
作效率，以过硬的作风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

张志峰调研市区精准拆迁和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

强化协调对接 加快施工进度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
宋丙义） 日前，巨鹿县阎疃镇创
业孵化基地正式投用。这是全省首
个乡镇创业孵化基地。经评审，首
批44个项目将入驻基地。

阎疃镇创业孵化基地有建筑
面积7200平方米，可容纳创业实
体 140 家。44 个项目涵盖家具、

服装、家居等行业门类，创业者
均来自周边村庄，且有95%以上
为返乡农民工。项目入驻基地后
将进行为期三年的孵化，享受免
房租物业费、免水电费、贴息贷款
等优惠政策。

巨鹿县以创业引领就业，引导
创业者从事农产品深加工、手织

布、手工艺品等入门简单、市场风
险较小的创业项目。县人社局成立
创业服务中心，从项目推荐、培训
指导等方面提供服务，并在全县建
设乡镇创业孵化基地，为农村群众
就近就地创业提供条件。除阎疃镇
外，该县今年还将在4个乡镇各建
设、投用一家创业孵化基地。

巨鹿县：全省首个乡镇创业孵化基地投用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近日，
市开发区将发放创新券支持企业工
业设计创新，财政补贴金额最高
50万元。

创新券是政府通过网络平台认
证发放的一种权益凭证，用于支持
有工业设计创新需求的企业向专业
设计机构购买产品设计服务，通过
鼓励性的补助方式促进企业加快产
品和设计创新。

创新券支持对象为：依法在市

开发区内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生产经营良好，有固定的生
产经营场所，运行管理规范、照章
纳税，具备一定研发创新能力的企
业。创新券支持范围为：对转型企
业的市场定位、产品设计、工艺流
程优化等整个生产周期改造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为现有企业提升产品
品质、品牌形象等提供设计服务。

创新券的补贴标准为，按专项
审计核定的服务合同实际发生的

5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
过50万元人民币；已享受区级以
上部门补贴的，补贴标准按服务合
同实际发生额剔除上级累计补贴的
50%给予补贴。

创新券为电子券形式，通过创
新券服务平台实现运行和使用，
实行网上办理、纸质备案。创新券
自申请通过后有效期为一年，一
年内未兑付可在到期前 2 个月内
申请延期。

市开发区：发放创新券支持工业设计创新
■财政补贴金额最高50万元

■按专项审计核定的服务合
同实际发生的 50%给予
补贴

■创新券为电子券形式，通过
创新券服务平台实现运行和
使用

■经评审，首批44个项目将
入驻基地，创业者95%以
上为返乡农民工

■建筑面积 7200 平方米，
可容纳创业实体140家

本报讯 （记者谢霄凌 通讯员
李敏 李忠斌） 5月31日，我市举行
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政银企对接会。
6家金融机构与6家企业举行授信签约
仪式，授信金额119.55亿元。市委常
委、副市长张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副局长田鸿彦出席会议并致辞。

张强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银
行一如既往地支持邢台发展，积极
开展产品创新，不断扩大信贷投放
规模。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解放
思想，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助力金
融产业与实体经济齐头并进，实现
政银企多赢。

田鸿彦指出，邢台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金融工作，狠抓高质量项目

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支
持。今后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增信体
系，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加大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力度，实现金融机
构与企业共兴共荣。

期间，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推介了重点项目及
融资需求。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邢台
园博园项目、润泰救援装备有限公
司、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据悉，今年1至4月份，全市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2970.19亿元，同比增
长19.35%。年初以来，市委、市政府
再次掀起招商引资高潮，全年安排了
339个省市重点项目，为政银企合作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市举行金融支持高质量
发展政银企对接会

6家金融机构为6家企业授信119.55亿元

（上接第一版）要适时推进行政
裁决统一立法，以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的形式对行政裁决制度
进行规范。要建立行政裁决告
知制度，健全行政裁决救济程
序的衔接机制。要加强行政裁
决调解工作，在行政裁决纠纷
多发领域，探索建立“一站
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切实
减轻人民群众在依法维权中的

负担。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党

委要充分发挥在矛盾纠纷化解
中的领导作用，承担行政裁决
职责的行政机关要把健全行政
裁决工作机制作为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抓手，纳入本地
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
价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
行政裁决工作队伍建设，积极

探索行政裁决工作队伍专业
化、职业化发展模式。要大力
宣传行政裁决制度，上级行政
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
政裁决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
导。司法部要加强对行政裁决
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促落实，
适时组织对本意见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
建议。

健全行政裁决制度 加强行政裁决工作

（上接第一版）
可郭成志还是坚持：“你搬

了我再搬，我是村里的第 386
户。”

为公事出差，郭成志肯定住
最便宜的旅店，吃最简单的饭
菜。

郭成志不是没有享福的机
会。

县委提拔他到镇上任职，郭
成志斩钉截铁地当着全村老百
姓的面表态：“永不脱离前南峪
村。”

在前南峪集体账面上，每到
年底都会有几笔外人看不懂的
资金进账，村会计却了然于心。
这几笔钱是本该由郭成志领的
工资，但他却坚持分文不要，全
部上交集体。自上世纪80年代
末，为办事方便，村里3家企业
都让他当董事长，近万元的月薪
他分文不取，全部归了集体。

村办企业实行承包，绝大多
数人让他承包，他主动让给别
人。村民们说：“如果郭成志包，
现在早成千万富翁了。”

有人说郭成志傻，该要的钱
不要。但郭成志有他的道理：“我
干着党的活，领着党的工资，本
就应该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那叫

‘吃里扒外’。”

“引导干部群众，把前
南峪精神一代一代传下
去。”

郭成志告诉记者，50 多年
来，村里甭管发展什么事业，都
离不开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离
不开艰苦奋斗、创新发展的前南
峪精神。

当年，郭成志在全村人面前
立下誓言：3年搞绿化、6年治滩
造田、3年修水利、8年治理10条
经济沟。奋战20年，让前南峪变
成太行山里的“江南”，带领群众
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20年间，
郭成志一班人带着全村男女老
少肩挑、背扛、小车推，使出愚公
干劲儿，把前南峪这个太行山里
最穷的小山村变富了。

前南峪人的日子甜了，问题
又来了。世世代代住惯了平房的
村民，不习惯住楼房，不习惯用
抽水马桶。面对部分村民对拆旧
建新的顾虑，郭成志在村里先盖
了两栋“样板楼”。“样板”了没多
长时间，大家就转变了看法，纷
纷要求住楼房。

前南峪是山清水秀的“太行
明珠”，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总部旧址所在地。在发展过
程中，郭成志带领群众，依托沟
域经济绿色资源和革命老区红

色资源，走出一条“绿”“红”结合
的生态旅游发展之路。许多村民
在自家别墅开起家庭旅馆，日子
越过越红火。

2018年，前南峪村人均经济
收益仅果树一项就达到 7600
元，人均集体经济收入分红
3300 元。全村旅游收入仅门票
一项就有720万元。全村80%的
家庭都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农
家乐、生态采摘等行业，人均年
收入超过1.6万元。采访当天，有
企业专程到前南峪商谈智慧旅
游项目建设事宜。今天的前南
峪，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秸
秆气化站等设施一应俱全，人
居环境和幸福指数实现质的飞
跃。

时至今日，在前南峪，群众
有事都愿意跟老书记郭成志唠
唠，有困难第一个想到郭成志和
村干部。“解决好了群众的事，干
部就是群众的‘自己人’”是前南
峪党员干部的共识。

如今，郭成志已年过古
稀。很多人劝他多歇歇，可他
却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没干
完，希望有生之年，能引导
更多年轻党员，带领全村群
众把前南峪精神一代一代传
下去，让乡亲们的幸福生活芝
麻开花——节节高。

本报讯 （记者王琳 通讯员
张士斌）从市公交公司获悉，6月
1日起至6月30日，市民可到市公
交总公司一卡通服务中心办理、审
验公交老年卡。

据悉，户籍属桥东区、桥西
区、市开发区及异地户籍在市区长
期居住的70周岁 （1949年 6月 30
日之前出生）以上老年人可自愿办
理公交老年卡，凭卡免费乘坐市区
范围内公交车辆。

新卡办理需本人携带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小二寸近照
2 张，并需付 IC 卡工本费 15 元和

“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25元；异
地在本市长期居住的需持公安机关
颁发的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
6月份到期的老年卡审验需携带身
份证、老年卡，并需付“乘车意外
伤害保险”费25元。

办理地址位于中兴东大街695
号市公交总公司门口东侧一卡通服
务中心，乘坐6路、11路、31路、
111路公交总公司下车即到。每天
8:00 至 18:00 可办理。咨询电话：
3675827。

公
交
老
年
卡
本
月
可
办
理
及
审
验

6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抗大学员后代在“小小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抗大陈
列馆。

当日，位于邢台县前南峪
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
馆举办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暨抗大建校 83 周年——

“把青春献给祖国”主题活
动。 （黄涛 摄）

“把青春献给祖国”
——抗大陈列馆举

办抗大建校纪念活动

赵晓婵不慎将邢台市人
才交流中心人事代理合同
书丢失，档案编号：33244，声
明作废。

声 明

彭利斌不慎将河北省人
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
（预收）一份丢失，号码：冀
法 NO2687327，金额：88556
元，开具日期：2014年6月19
日，声明作废。

声 明

认领启事
2014 年 4 月 1 日 ，在

2016年打拐活动中解救女
性弃婴一名，年龄约2天左
右，身体健康，无随身携带
物 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郝庄镇派出所联系，电
话 7078099。即日起 60 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
安置。

灭失声明
张英华名下机动车冀

EKJ370，车 辆 型 号 ：
DY150ZH-5A，车辆识别
代 号 ：
LATZCKZY3E3006001，
发动机号：D0364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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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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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豫
让桥镇永兴村161号居民陈
爱心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不
慎将居民身份证丢失，证
号：130534198107131526，声
明作废。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