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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砥砺奋进，70年沧海桑
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邢襄大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
变化体现在生态环境、城乡面貌、
工农业生产等方方面面。即日起，
本报推出“图说变化”系列报道，
通过新老图片的对比，更加直观
展现变化，形象展示70年壮丽成
就，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建设经
济强市、美丽邢台的热情。

图 说 变 化

邢台县前南峪村荒山秃岭原貌邢台县前南峪村荒山秃岭原貌（（资料图资料图）。）。

邢台县前南峪村曾经到处是荒山秃岭，植被稀少，自然环境极差，经济落后。经过几十年如一日
的治理，全村32座山头、10条大沟、72条支沟8000多亩山场全部披上了绿装，植被覆盖率达
94.6%，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前南峪还被评为国家4A级生态旅游区，跻身“全国百家农业
生态示范点”，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线路，每年吸引中外游客45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6800万
元，80%的家庭从事农家乐、旅游观光、生态采摘等绿色产业，人均年收入达到1.86万元，村民幸
福感、自豪感和优越感不断提升。 (邱洪生 王聚芬 摄）

昔日荒山岭昔日荒山岭 今朝绿富美今朝绿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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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07 代号17—32 第008036期 责任编辑 王延军 黄再生 责任校对 刘丽娜 微机操作 杨翠红 E-mail:rbcbzx@126.com 电话：312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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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2019年亚洲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还有 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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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年五月初二 今日8版2019年6月 4 日 星期二

周 恩 来 亲 笔 题 写 报 名 创刊于1956年7月 1日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
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
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 近 平 指 出 ， 推 行 垃 圾 分
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
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要
加 强 引 导 、 因 地 制 宜 、 持 续 推
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
抓下去。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
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

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
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
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殷晓娟） 今年以来，清河县加强对
农村无职党员的管理，为他们定岗定
责，鼓励他们参与村务管理。从而唤
醒了他们的党员身份意识，激发了他
们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热情。

“全县农村党员共计 1.2 万余
人，除了进入村两委班子的党员
外，均为无职党员，人数高达1.1万
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党员主
力军的农村无职党员，存在党性意
识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出口不
畅等问题。如何增强他们的党性意

识，培养他们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使其在农村建设中发挥担当引领作
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清河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勇说道。

为此，清河县委组织部结合现存
的党员联户制度和党员先锋指数考核
制度，将全县322个村的村民按片划
分，由农村无职党员分包联系，负责
为群众排忧解难。以支部为单位，每
月15日召开党员大会，届时每名党
员要详细汇报自己的履职情况。根据
履职情况，党员将被评定为先锋党
员、警示党员和不合格党员三个档

次，并相应地予以表彰或惩罚。
目前，除了部分农村无职党员因

年龄偏大等原因不具备服务能力，以
及部分外出经商没服务机会外，其余
近7000名无职党员均主动认领了岗
位。他们及时转变角色，奔走在群众
之中，切实发挥起指导、帮扶、协
调、服务作用。

“董秀成是分包这片的党员，隔
三差五就挨家挨户上门拉家常。上
次，我提出村西路面坑洼不平、出行
困难。没想到，在他的各方协调下，
短短半个月时间就把路修好了。”菜

园村村民牛秀玲说。
截至目前，农村无职党员走访群

众 15680次，解决矛盾纠纷368起，
为群众排忧解难1932件。无职党员
有了责任岗位，打通了党员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毛细血管”。如
今，农村无职党员责任感、荣誉感极
大地增强。大裴村支书裴书明说：

“现在，农村无职党员参加组织生活
的积极性也极大提高。以前开党员大
会，需要挨家挨户去喊人，还不见得
能凑齐。现在，只要在微信群发个通
知，大家保准按时参会。”

清河7000名农村无职党员有了责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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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烁）日前，市
“双创双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我市开展九大专项行
动，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方案》 提出，2019 年，我市
开展企业开办提速专项行动，到年
底企业登记时间不超过 5 个工作
日，公章刻制时间不超过1个工作
日，发票领取时间符合规定条件的
不超过1个工作日；开展提快项目
落地速度专项行动，到 2019 年底
前，对符合条件的社会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阶段，
核准类88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备
案类6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开展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专项行动，进一
步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证明一律取消；开展提升口岸通
关便利化专项行动，到2019年底通
关时间累计压缩45%，集装箱进出
口环节合规成本累计压减 35%以
上；开展减税清费降成本专项行

动，2019 年实现降成本 17 亿元以
上；开展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专项行
动，2019年底前全市各级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信息覆盖率达到 80%以
上；开展加强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创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开展开
发区综合承载能力升级专项行动，
激励开发区率先建设营商环境高
地；开展加快建设平安邢台专项行
动，积极推进公安基础设施建设。

《方案》要求，各级政府每年至
少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一次营商环境
工作开展情况，借助人大监督、
执法检查和满意度测评等第三方
监督力量，切实落实各级政府优
化营商环境的主体责任。运用河
北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
河北优化营商环境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依法受理社会公众对损害
营商环境行为的举报和投诉，及
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实名
举报、投诉的，在7个工作日内将
举报、投诉事项受理情况告知举
报、投诉人；举报、投诉事项办结
后7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告知举
报、投诉人。（相关报道见5版）

我市出台《方案》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琳） 6月3日，
记者在邢台园博园知春台施工现场
看到，其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
人们正忙着室内青砖铺设、电气埋
管铺设及墙体砌筑等工作。

知春台是邢台园博园古典园林
作品之一，建筑面积约1375㎡，与
园林艺术馆东西呼应，形成对景。
知春台南北厅、轩、台互相围合，
园内小桥流水、假山叠瀑，西面为
一重檐八角亭与烟雨长堤，长堤下
形成叠水。建成后，游客从对岸园

林艺术馆眺望，叠水、重檐八角
亭、烟雨长堤、知春台，形成一组
高低错落、景深丰富的园林景点。

施工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保证施工进度，他们严格按照工期
计划要求，增加了施工工作面，多
点开花，同时视施工情况延长作业
时间。截至目前，知春台已完成整
体工程量的70%，其中木结构已完
成、房屋墙体完成98%、室内青砖
铺 设 完 成 74% 、 油 漆 工 作 完 成
59%。预计7月底整体完工。

知春台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

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切实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喜迎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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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将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方法
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可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6版

工信部将近期发放5G商用牌照
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6版

河北日报6月3日讯（记者四建磊
王成果）今天上午，河北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议在西柏坡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作动员讲话时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中央第八指导组
副组长周福启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勤主持会议，省政协
主席叶冬松出席。

西柏坡是革命圣地，“两个务
必”“赶考”精神在这里诞生，新中
国从这里走来。省委决定在西柏坡召
开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部署会议，具有特殊重要的
意义，目的是动员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责任走好新

时代的“赶考路”。
上午9时，王东峰、许勤、叶冬

松与周福启等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
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深切
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随后，参加活动的领导同志步入
纪念馆，参观馆内历史陈列，重温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辉煌历史。
参观结束后，王东峰、许勤、叶冬松
与周福启等来到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前，面对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
王东峰领誓下，参加活动的党员领导
干部齐声宣读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
宣誓声久久回荡，所有人都深受感
染、倍受教育。

王东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精辟论述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深刻阐明了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目标任务和重点措施，通篇闪耀着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是新时代加强

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党更加
自觉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指明了方
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自觉践行“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全面贯彻落实主题教育的
根本任务和总要求，确保取得扎扎实
实的成效。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
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务，牢牢把握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扎实有效地做好工作，确保主
题教育不虚、不空、不偏。要切实强
化创新理论武装，持续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热潮，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真信笃行，确保理论学习有收
获。要切实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政治
定力，坚定政治立场，弘扬优良传
统，对党绝对忠诚，确保思想政治受
洗礼。要切实弘扬奋斗精神，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践行新
发展理念，坚持“3689”工作思
路，确保干事创业敢担当。要切实践
行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精心实施20项民心工程，
认真落实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确保为
民服务解难题。要切实保持政治本
色，自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确保清正廉洁作表率。

王东峰强调，要坚持善作善成，
把高标准高质量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推动党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要切实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精
读细读规定篇目，（下转第二版）

王东峰在河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周福启讲话 许勤主持 叶冬松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