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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支队、市环安支队近日对15起典型
案例进行通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推动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一、南宫市胡井村污染环境案
经查，胡井村存在非法电镀情

况，发现犯罪嫌疑人闫某某在南宫市
南便乡胡井村某鞋厂车间内，在没有
任何资质的情况下非法开设电镀作
坊，并将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土坑
内。经水样检测，检测结果：PH值为
2.23、化学需氧量浓度140mg/L、氨氮
浓度为 13.1mg/L、六价铬：2.16mg/L，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目前，已抓获犯
罪嫌疑人5名，其中闫某某、张某君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张某涛被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刘某某和张某忠
已移送起诉。

二、临城县丰盈村污染环境案
经查，临城县丰盈村东宋某某非

法建设矿物油提炼生产线，现场检查
时共有非法建设的废矿物油提炼生
产线2条，宋某某供述其共购进60
余吨废矿物油，生产成品油20余吨，
废渣12余吨。经鉴定结果为危险废
物，严重污染环境。目前宋某某已被
临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三、临西县汪江村污染环境案
经查，临西县东枣园乡汪江等村

卫运河段的河套及河道内有三处工
业废桶，疑似危险废物。临西县公安
局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取证，经生态环
境部门检测，该工业废桶内废液、废
渣含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判定为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重量约为30吨。
目前犯罪嫌疑人文某某等6人已被抓
获归案，其它涉案人员正在抓捕中。

四、任县双蓬头村污染环境案
2019年5月17日，接群众举报，

有人在辛店镇双蓬头村某砖厂内疑
似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接报后，
立即组织环保、公安人员赶赴案发现
场，并当场控制犯罪嫌疑人4名。经
调查，司机张某某、杨某某、孙某某经
物流配货从辛集市拉数吨危险废物，
在该砖厂门卫夏某某的帮助下倾倒
于其厂子坑内。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刑事拘留。

五、平乡县张庄村污染环境案
经查，平乡县一养殖场内有一非

法炼油窝点，严重污染大气。检查发
现炼油铁罐2个，铁桶装废机油32
桶，吨包7个，吨包内装有沥青状物
质，同时发现一储存粘稠状黑色液体
的大池子，表面用土覆盖，用挖掘机
挖开后，池子内储存的粘稠状不明液
体溢出。该物具有腐蚀性危险特性，
属于危险废物。目前，该案犯罪嫌疑
人甄某某、宋某某、付某某、汤某某、
李某某均已移送起诉。

六、河北亿安精密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市生态环境局清河分局会同清
河县公安局对河北亿安精密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通
过不正常运行环保治理设备等逃避
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依法立
案，并对该公司环保主管赵某某行政
拘留十日。

七、邢台龙鼎工贸有限公司逃避
监管违法排污案

2019年3月8日，桥东区生态环
境分局会同桥东公安分局检查发现，
邢台龙鼎工贸有限公司在重污染红
色预警期间擅自生产，未开启除尘器

及喷淋设施，依法立案，并对该公司
环保主管王某某依法行政拘留。

八、邢台德玉泉食品有限公司通
过暗管排放污染物案

2019年5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
邢台县分局会同邢台县公安局对邢
台县郭村路口的邢台德玉泉食品有
限公司进行检查，该公司通过私设暗
管向外排放水污染物，依法立案，并
对该公司主管人员魏某某行政拘留
五日。

九、新河县铭基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宏铭搅拌站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
设施排放污染物案

2019年 3月 29日，市生态环境
局新河县分局会同新河县公安局联
合调查发现，新河县铭基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宏铭搅拌站正在生产，料场喷
淋除尘装置未开启，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依法立案，并
对该公司主管人员许某某行政拘留。

十、宁晋县碧源污水处理厂不正
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案

市生态环境局宁晋县分局会同
宁晋县公安局联合调查发现，宁晋县
碧源污水处理厂涉嫌污染防治设施
不正常运行，曝气机故障，造成氧化
沟大量死泥，依法立案，并对该公司
主管人员张某某行政拘留。

十一、隆尧盛磊建材有限公司未
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建
设项目改变锅炉燃料未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评价案

经查，隆尧盛磊建材有限公司厂
区北侧露天堆放大量原料砂子；该公
司沸腾炉正在使用，环评批复燃料为
生物质，现场检查时，使用的燃料为粉
煤。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改

正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处罚。
十二、河北昂利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
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物防治设施案

经查，河北昂利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压滤不凝气配套建设的集气装置+
UV光氧催化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未
使用；压滤水池密闭搭建的彩钢棚大面
积倒塌，配套建设的光氧设备严重损
坏。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
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处罚。

十三、邢台市大曹庄管理区婴泊
污水处理厂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水污染物案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第3次
污染源（废水）远程抽查集中行动，提
取邢台市大曹庄管理区婴泊污水处
理厂总排口水样，经监测显示2#水
样总磷、3#水样COD超过国家标准
（总磷＜0.5，COD＜50）要求。市生态
环境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依法予以立案处罚。

十四、南宫市中昌纺织技术有限
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案

经查，南宫市中昌纺织技术有限
公司纺纱车间配套的空气净化器水
喷淋设施未运行。市生态环境局南宫
市分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处罚，并移送
公安机关。

十五、临西县福皓热力有限公司
粉尘无组织排放案

经查，临西县福皓热力有限公司
未将煤仓东门关闭、未洒水的情况
下，进行卸煤作业，造成粉尘无组织
排放。市生态环境局临西县分局责令
该公司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予以立案处罚。

我市通报15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件

本报讯 （记者吉安东） 7 月 29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少军就
市区交通秩序整治和养犬管理工作进
行督导检查。

陈 少 军 先 后 到 商 厦 岗 、 滨 江
路、学院路、公园西街、冶金路、
先锋岗、八一大街路口等点位，对
行人和非机动车治理、绿波联动、
违停治理、外卖骑手教育治理以及
交通组织渠化等工作进行检查。随
后，陈少军深入冶金路市直生活区
对养犬管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每
到一处，陈少军都认真听取相关负
责人的情况介绍，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具体意见。

陈少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严格按照创建文明城市
测评标准，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管理和
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
生活品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
优化方案，完善路网结构，提升通行
能力，保障城市高效运转。对违反交
通法规的非机动车，要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确保减少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
为和交通事故的发生。要履职尽责，
加大对公共场所养犬管理工作力度，
不断规范全市养犬行为，维护社会公
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要加大宣传
力度，充分发挥各媒体平台作用，激
发群众参与文明创建热情，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格局，全力推动创城工
作再上新台阶。

陈少军在市区督导检查创城工作时强调

全力推动创城工作再上新台阶

时政要闻

本报讯（记者张鑫 通讯员
杨帆） 7月29日8时到16时，我
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雨
量分布不均，降雨区平均19.3毫
米，我市主城区最大 10.4 毫米，
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内丘县大孟

镇52.9毫米。市气象局相关气象
专家提醒，目前正处于“七上八
下”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不可
大意。

市气象台昨日下午发布天气
预报，预计30日夜间到31日白

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
低 气 温 24～25℃ ， 最 高 气 温
36～37℃。31 日夜间到 8 月 1 日
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
最低气温 25～26℃，最高气温
34～35℃。2日阴，西部地区有
雷阵雨。3日阴，西部地区有雷
阵雨。4日多云转阴。5日阴，有
雷阵雨。

未来几天或仍有降雨过程

本报讯（记者张鑫 通讯员庞利鹏
王玉 刘张炎 张士斌）7月29日8时
到 16 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
雨。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应对，确
保群众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

大雨中，6000余名城管职工奔赴街
头，及时清理井口垃圾，确保下水口畅通。
市政维护处抽调机械人力，对市区内8座
地道桥全程监控，及时抽排积水。市城管
支队做好预警，引导车辆、行人绕行易积水
路段。市城防办利用视频监控系统监控市
区重点部位，通过媒体及时发布积水信息。

邢台水业集团加强对供水设备、用
电设施的巡视巡检力度，密切监控34个
测压点数据变化，保证供水设施正常运
行。集团实行干部24小时带班，应急抢
险队随时待命。

邢台供电公司及时启动预案，加强过
境河道、市区地道桥、泵站等重要场所电
力设施巡查力度，尤其做好沿河两岸电力
杆塔、低洼地带变电站加固、排水工作。

市交警支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组织民警在市区所有地道桥口值守。
在各县城区的主要路口，对易积水路段
进行巡查设置警戒带和警示标志，对过
往车辆进行分流疏导。

市公交总公司针对市区重点线路，
加密车次，保证市民顺利乘车。并及时启
动防汛应急预案，科学实施新增的纯电
动车型淹水和漏电应急处置，确保乘客
及车辆安全。

昨日普降中到大雨 相关部门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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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段丽芳） 7月29日，我
市召开中小学生防溺水电视电话会
议，强调要确保学生安全教育到位、
水域监督到位、重要时段防范到位、
家庭监护到位。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意
识，把做好学校学生安全工作完成好，
全力遏制溺水等学生伤亡事故发生，千
方百计确保全市广大学生生命健康安

全，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幸
福感更有保障。要健全溺水防范机制，
加强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加大舆论宣传
力度，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学生安全教
育到位，确保水域监管到位，确保重要
时段防范到位，筑牢学生生命安全防
线。要突出工作重点，做好主汛期防汛
工作，加强食品卫生监管、交通安全管
控、加强学校三防建设、校园周边环境
整治、应急值守和信息上报工作。

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健全防范机制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张鑫 实习生薛元元
郝梦月）7月26日上午，市文明办、市
城管局、市公安交警支队等联合举办

“除陋习 守交法 文明行路 规范骑
车”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记者了解到，市
区将实行《外卖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卡
管理办法》，落实第一、第二次超分停
班离岗培训、第三次超分纳入“违法
较多重点人员”等措施，督促市区外
卖骑手守法文明出行。

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负责人
周志伟表示，交警部门与市区外卖配

送企业建立“警企协作”机制，实行
外卖配送行业人员、车辆准入制度，
对从事外卖配送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岗前培训。通过建立健全外卖企业内
部管理制度、警企信息流转机制、联
动监督措施和责任考核体系等方式，
促使企业全面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当日15时26分，在中兴大街与冶
金路交叉口，一外卖公司的送餐员逆
向行驶，交警为此填写了《快递车辆
违法抄告单》，对该送餐员交通文明记
分卡记6分，开出管理办法实施后的
第一张抄告单。

市区外卖骑手记分管理制度实施
7月26日交警开出首张外卖小哥违法记分抄告单

日前，沙河市人社局举办2019年高校毕业生夜间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64
家，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657人。 （郑艳辉 摄）

北京铁路局邯郸货运中

心邢台营业部小康庄网点

职工孟维峰不慎将工作证

丢失，证号：2036163210361，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不慎将辛集至石家庄

客运班线班车冀 E93366 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529122007，声明作废。

声 明

付立辉不慎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丢失，编

号 ：冀 军 L007901，声 明 作

废。

声 明

隆尧县柴荣大街北段西

侧水务局 1 号楼 5 单元 101

室房主张夺平不慎将房产

证 丢 失 ，产 权 证 号 ：

01004591，声明作废。

声 明

李帅不慎将邢台市人才

交流中心人事代理合同书

丢失，档案编号：31680，声明

作废。

声 明

本报讯（记者吉安东）近日，市
住建局全面启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夏
季会战，以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

市住建局要求施工现场设置连
续、封闭的硬质围挡（围墙），实行封
闭管理；施工现场主要通道、进出口
道路及材料加工区全面硬化；施工物
料堆放规范、整齐，并严密苫盖；工
地出入口设置车辆清洗装置，并配备
专人常态化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禁
止带泥上路；设立围挡喷淋，对主通
道进行全天候不定时喷雾降尘，常态
化保持主通道湿润整洁。该局明确建

设、施工、监理三方责任主体工程建
设和扬尘治理“一岗双责”，推动企业
建立健全项目施工扬尘治理保障体
系，严格过程管控、环节制约。

同时，市住建局采取日间巡查和
夜间抽查相结合、凌晨检查与“零点
行动”相配合的形式，全天候、无间
隙地对主城区建筑工地进行督导检
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该局还
重点对土石方作业的建筑工地开展专
项检查，要求土石方必须百分之百湿
法作业、出入车辆必须百分之百冲
洗，如发现未落实的企业，立即停工
整改、顶格处罚、公开曝光；对问题
严重、屡次不改的直接拉入“黑名
单”，并对相关县市区进行通报批评。

市住建局启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夏季会战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报记者 谢霄凌

一部剧本，两行热泪，声声梆韵，
无尽思念……

7月29日晚，坚守共产党人初心
使命——河北梆子《李保国》全省巡
演首站在冶金俱乐部拉开大幕。一个
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把“我”变成农
民，又把农民变成“我”的河北农大教
授李保国，在舞台上“复活”了。

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是我
省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李
保国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精神，从
2016年开始打造的一部重点文艺作
品。该剧艺术再现了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李保国 35 年如一日奋战在扶
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
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
民事业中的感人事迹，把“新时期共
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
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崇高精神
表现得淋漓尽致，先后荣获中宣部
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等重要奖项。

著名编剧、河北梆子现代戏《李

保国》总编剧孙德民很有感触，他说：
“之所以创作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
国》，是受到了李保国教授生平事迹
的感染。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人民伟
大实践’的鲜活案例。讴歌时代英雄
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为了挖掘李保国的情感世界，孙
德民曾带领创编人员到李保国生前
奋斗过的山村走访，采访李保国的亲
人、朋友，河北农业大学的老师、学
生，太行山里的乡亲、干部，丰厚的素
材经过艺术提炼，将一个有血有肉的
李保国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李保国这个角色我已经演绎
了 200 多次，李保国教授的事迹每
天在我心里过好几遍，每次演出都
有不一样的感动和收获。”剧中李保
国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邱瑞德告诉记者，
邢台是李保国教授的第二故乡。经
过了两年多的演出，河北梆子现代
戏《李保国》已经荣获多个奖项。再
次站在邢台的舞台上，也是向家乡
人民做一次汇报演出。

“我们一边巡演一边用心打磨，

务求让这部戏精益求精，把李保国
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戏中饰演
李保国之妻郭素萍的国家二级演
员范丽丽对记者说，在接下来的巡
演中，他们还要把这个戏再加工、
再修改、再提高，让大家都学习李
保国的高尚精神，让全国的党员干
部、先进科技工作者把李保国精神
一代一代传下去。

保国进山、开山造地、传授技
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犹如
李保国教授从未离开，一段段高昂激
越的梆子唱腔直抵观众心灵深处。内
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几次
落下热泪。他说：“李保国是我们村的
恩人，没有他就没有岗底的今天。大
树苗重茬建果园是李保国在世时就
在探索的项目。他未竟的事业和未完
成的心愿，我们要继续做下去。”杨双
牛说，要让侯家庄全乡35个行政村、
104个自然村1.5万名群众沿着李保
国教授的足迹，走生态路、吃生态饭、
发生态财。

“看不得老百姓受苦”“把我变成
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把论文写在太

行山上”……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
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质朴生动的舞
台表现、触动心灵的内心独白，带领
着观众走进太行深处，感受李保国的
感人至深的动人篇章。当演到“过年”
一幕时，李保国夫妻因忙碌忘记除夕
夜，用两碗泡面过年时，在场观众为
之心酸。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伟说：

“李保国教授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一
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鱼水
情……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无数观
众潸然泪下，阵阵掌声响彻会场。

“演得太好了！”演出结束后，观
众赞不绝口，现场掌声持续近一分
钟。演职人员和主创团队多次鞠躬谢
幕，以回报热情的观众。

“李保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
了农民，他对农民的那种热情，深
深打动了我。”桥西区金牛街道办
事处的赵凯激动地说，自己将以李
保国为榜样，在本职工作中奉献青
春力量。

声声梆韵传递奋进力量
——河北梆子《李保国》全省巡演首站侧记

下载掌上邢台，关注邢台故事。炎炎
夏日，邢台高温天气持续，七里河风光秀
美，景色宜人，不少市民来到这里欣赏盛
夏河景。 （陈雷 田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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