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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庆常 李克 朱凤博）
2019年12月24日，天刚擦黑，南宫市
马屯村当值的6名义务治安巡逻员
就佩戴红袖章上街巡逻。这是南宫市
织就综治“安全网”的一个缩影。

“我们村地处南宫市与衡水枣
强县交界，人员流动性大。”马屯村
党支部书记刘福乾介绍，“自从成立
了治安巡逻联防队和矛盾纠纷调解
室，我们村没发生过治安侵财类案

件，邻居间的纠纷也一一化解，村民
们都说现在晚上睡觉踏实得很。”如
今，马屯村已有20多名义务巡逻员，
轮流在村内进行24小时不间断义务
巡逻。

2019年以来，南宫市以增强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为导向，推进综合治
理和平安建设，积极创新网格化“微
治理”，在城乡划分网格466个，配备
网格员530名，健全社会面、重点行

业和重点人员、乡镇社区、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虚拟社会、区域警务协作
等“六张网”建设，全时空、多层次、立
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初步形
成。其中，“红袖章”义务治安巡逻员
及时提供破案线索60余条，协助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15名，救助群众
70余人。

与此同时，南宫市依托“雪亮工
程”平台网络、视频监控等现代化手

段，夯实综治“安全网”。综治“9+X”信
息系统已完成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综治组织、特殊人群的信息录入工
作，综治APP手机终端已安装500余
部。县域456个村实现视频监控全覆
盖，2344个高清“天网”监控探头对重
点部位、路段、路口、场所实行24小
时视频监控，做到“天网”与街面防控
的有机结合，形成有力威慑。

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南宫市积
极发挥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道
路交通、农村土地流转、环境保护等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网格员，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行
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去年以来，共排查矛盾纠纷325
起，化解321起，化解率达99%。

治安立体防控 矛盾多元化解

南宫：综治“安全网”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通讯员
胡玉生） 日前，南和县公安局在
浙江省淳安县将涉嫌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归案。至此，
在我市出现的系列冒充军人诈骗
案成功告破。

据悉，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
期间，南和县公安局陆续接到3名群
众报警称，他们被一名叫“江阳”的

“邢台军分区军医”，以不用考试就可
以办理部队驾驶证、帮受害人找工作
等为由，骗取现金，数额较大。

接警后，南和县公安局闫里责任

区刑事侦查中队立案侦查。办案民警
经过9个月的深入调查、细致研判、
寻轨追踪，最终锁定浙江省淳安县的
朱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得知其在浙
江省淳安县出现的重要线索后，办案
民警立即赶赴淳安，在当地警方的协
助下将其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朱某某
（男，27岁，浙江省淳安县人）如实
交代了其多次冒用军人 （军医） 身
份，诈骗群众7.7万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南和县公安局

侦破一起冒充军人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通讯员
胡玉生）日前，沙河市公安局侦破
一起非法伪造、使用国家机关证件
案，3名涉案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
查扣追回各式伪造通行证17张。

据悉，沙河市公安局治安行动队
日前接到举报称，有柴油货车使用伪
造的《沙河市主城区运输用车出入许
可证》，企图以假乱真迷惑工作人员
通过检查点，进入沙河市主城区。随
后，民警连夜开展调查取证，及时锁
定了相关证据。经调查发现，违法人

员李某韬利用自身掌握的电脑技术，
在其经营的广告门市内伪造“沙河市
扬尘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沙河市主城区运输用车出入许可
证》《沙河市主城区民生用车出入许
可证》等证件，售卖给王某良、任某
要。王某良、任某要二人利用伪造的
通行证，多次安排柴油货车逃避检测
点检查，进入沙河市主城区。

目前，以上3名违法人员已被沙
河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沙河市公安局

侦破一起非法伪造证件案

1月 2日，农历腊月初八，冬日
的阳光洒在市第一看守所大院里。这
是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刘欣在这个大
院工作的第 11 个年头。过去的 10 年
里，她坚持以做好日常点滴，践行当初
的那份从警誓言。

到市第一看守所工作之前，刘欣
当过10年刑警，2009年被选调到市第
一看守所任职。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刘欣坚持向老管教学、向书本学，边学
边干，边干边总结。

2011年 12月，全市的女性在押人
员实行集中关押。受当时警力不足、经
费紧缺等因素限制，市第一看守所女
子监区只有5名民警担负管教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刘欣带头值班，每隔3
天就要连续值班24小时。由于上班时
间不允许带手机，基本上与外界隔绝。
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刘欣幼小的
孩子哭着找妈妈，可她连电话都没法
接。她也心疼，也掉过眼泪，但她从没
讲过条件，降低过标准，这一坚持就是
8年。

逢年过节，刘欣总是先安排同事
们回家团圆，自己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她曾连续6个大年三十在单位值班。
在刘欣看来，她熬的是时间，守的是平
安。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看守所干警
面对面地接触犯罪嫌疑人，辛苦和危
险并存，易受到硬性攻击和软性腐蚀，
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通风报信、
捎带物品、私自安排会见、接受宴请和
财物、滥用职权更是‘五条高压线’，也
是全体民警辅警必须自觉遵守的底
线，绝不能触碰和逾越。”刘欣回忆，有
一年，同学的亲戚因涉嫌诈骗被刑拘。
期间，同学找到她，求她帮忙传递有
关案件的信息，被当即严词拒绝，为
此，她还挨了不少埋怨。几年来，市第
一看守所从所长到民警，人人自觉抵
制说情贿赂，用忠诚维护法律的公正
和尊严。

在工作实践中，刘欣认识到，干好
看守所的工作，既要管、又要教、更要
救，要利用好这个阵地，发掘在押人员
的良知，感化失足的心灵。她用女性特
有的细心与柔情，从思想上开导，在生
活上关心，用真情去感化，引导在押人
员在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中转变观念、
明辨是非、涤荡灵魂。

“刚进来时思想压力特别大，担心
会受到歧视、体罚，但一入所，管教民
警就和我谈话，了解案情，鼓励我勇敢
面对现实。”2018年 10月入所的陈某
说，“刘所长就像‘知心姐姐’一样，她
讲得既警心又暖心。”

刘欣：用担当践行从警誓言
毕立峰 王露橦

案例传真案例传真

最美人物最美人物

2019年12月29日，“规划人生、铸就
梦想”，任县医院举办第一届个人规划汇
报会。医院工会主席刘玉主持会议，该
院书记、院长及院务会全体成员参加并
担任评委。本次活动的举办，吸引了全
院两百多名职工踊跃参与，经过科室推 荐和主管院长分片选拔的初赛、复赛后，最终确定

出14名选手。
首先，县医院书记为大会致辞。他说，由院工

会主办的“第一届个人职业规划汇报会”隆重召
开。旨在引导广大职工树立职业发展意识、竞争意
识和危机意识，以科学的态度规划自己的职业生
涯，主动作为，“提高自己、超越自己”，从而在提升
个人价值的同时，为医院改革发展加油助力。

14位选手依次进行汇报。绩效办黄晓伟的《规
划人生目标，不负韶华时光》、西区手术室李伟的
《您好，我是您的麻醉医师》、内二科尹丽艳的《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重症监护室赵亚静的《尽小
者大，慎微者著》、康复科霍恒朴的《无奋斗，
不青春》、免疫室宋素玲的《奋斗吧，中年人》
等等，展现了大家对职业目标的清晰认知和
对自我规划的全面科学；阐述了莫负时光，不
断提升自我的信念；表达了紧跟医院发展步

伐，敢于担当作为的决心。他们自信挺拔的身姿，
声情并茂的表达，发人深思的感悟，立志为医院奉
献自己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赢
得大家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
个奖项。绩效办黄晓伟荣获一等奖；西区手术室李
伟和内一科赵雅静荣获二等奖……

最后，院部领导为他们颁发证书和个人发展
基金，祝愿他们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
铸就伟大的人生梦想，为医院发展贡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

规划人生 铸就梦想
——任县医院举办第一届个人规划汇报会

作为紧密型医联体单位，2019
年 12月 26日，河北医大一院泌尿
外科主任徐学军和副主任王磊来
任县医院进行定期帮扶，除了会诊
预约的患者外，在任县医院外一科
团队的协作下还成功完成了邢台
地区首例可视肾镜肾结石钬激光
碎石手术，切实让老百姓足不出县就
能享受到省级专家优质的医疗服
务，大大提升了患者的就医获得感。

据悉，50岁的郝阿姨以前可是

能下地干农活的，自从腰部肿胀疼
痛后连行动都大受影响。她说这
种疼痛不适反反复复已经一年了，
做过多次治疗，效果仍不很理想，
最近又感到不适，知道县医院有河
北医大一院的常驻专家，所以赶紧
来到医院让省级专家给诊断诊
断。经检查发现患者右肾有个
1.5cm大小的结石。徐学军考虑到
结石的特殊性，决定为她实施可视
肾镜微创手术。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徐学军
带领外一科团队操作我院最新引
进的直径仅1.4毫米的可视肾镜成
功对肾脏进行穿刺，置入可视肾镜
后顺利找到结石，利用钬激光进行
碎石，历时一小时左右，手术顺利
结束。该手术利用激光把石头击
碎，能极大提升肾结石微创手术的
精准性，降低人体损伤，术后两天
即可出院，一周后基本看不到疤
痕，将微创做到极致。

1.4 毫米“针孔”通道碎石
任县医院开展邢台地区首例可视肾镜钬激光碎石手术!

农行
之窗

近年来，农行邢台分行创新“新常态”下的银担合作支农模式，持续加
大“三农”金融服务和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农担贷”等产品免抵押、利率低
等优势，积极为从事畜牧水产养殖、菜果种植、粮食生产及购销等传统规模
化种植养殖大户、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助力其扩大生产、提
质增效。截至2019年11月末，该行累放农担贷2000余万元。图为该行客户
经理深入粮食收购大户调研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

（郑尹程 高洪水）

农行邢台分行

积极化解“三农”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执法人员执法人员
检查德龙钢铁检查德龙钢铁
企业环保措施企业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落实情况。。

本报记者 王露橦
通 讯 员 王 硕 苏立强

我市首部有关大气治理的法规
《邢台市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共二十九条，对工业企业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进行了规
定，明确了大气污染的排污许可、总量
控制、污染物监测、第三方治理等内
容，并在污染防治措施方面，规定了加
快破解重化围城、重点行业污染防治、
多种污染物的污染防控等内容，进一
步强化了政府责任及工业企业职责。

“《条例》第五条明确提出，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
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市、县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和规划、行
政审批、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公安等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工业企业
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
提出，工业企业应当履行大气污染防
治义务，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和污
染物排放管理责任制度，加强清洁生
产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少
大气污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
责任。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以及
各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责任，
强化了工业企业在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的责任，让全市各级推动工业企业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地落实底气更
足了。”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科
长张立忠说。

▶对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做出了规定

《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要求编
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
重点企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未按照规定落实重
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工业企业，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
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发现有大气污染行
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有权举报、投诉
《条例》规定，工业企业应当履行

大气污染防治义务，建立健全大气污
染防治和污染物排放管理责任制度，
加强清洁生产管理，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和减少大气污染，对所造成的损
害依法承担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发现工业企业有大气污染行为，
有权举报和投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对投诉、举
报环境违法行为查证属实的，按照规
定给予举报人奖励。市、县级人民政
府对防止、减少大气污染主动开展技
术改造、设备更新、能源替代的排污
单位，给予政策扶持；对在防治大气
污染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

“通过政策引导，拓宽对工业企
业大气排放监督渠道，鼓励工业企业
加大排放物治理，不是单纯打击，而
是激先敦后，体现了《条例》的人性
化。”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副科
长苑万里说。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
污许可管理制度，排污单位
应按要求排放
《条例》规定，我市实行大气污染

物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纳入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工业企
业，应当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方
式等要求排放大气污染物；未取得排
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大气污染物。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应当
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及其标志。除因发生或者可能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者突发环境事
件需要通过应急排放通道排放大气
污染物外，禁止通过其他排放通道排
放大气污染物。

▶高排放、高污染企业
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
型、退出
《条例》规定，城市建成区、生态

红线控制区内的高排放、高污染企
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
型、退出，加快破解重化围城。对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大气重污染企业，实
行差别信贷、差别水价、惩罚性电价。
同时，《条例》对产生工业粉尘和气态

污染物的企业、产生扬尘的工业生产
企业、工业企业从事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等应当
采取的措施，进行明确要求。在工业
企业生产经营、运输、装卸、贮存过程
中产生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
单位应当安装收集净化装置或者采
取其他措施，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排
放标准。禁止直接排放有毒有害大气
污染物。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
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从事露
天喷漆、喷涂、喷砂、制作玻璃钢以及
其他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工业生产
活动。

▶最高处以100万元
罚款，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
处罚
《条例》规定，未依法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通过偷排、偷放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有上述行为之一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
污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
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并处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受到
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
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工业企业
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损害的，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条例》还对破坏、损毁或者擅自
拆除、闲置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不公开或者篡改、伪造数据的；在人
口集中地区从事露天喷漆、喷涂、喷
砂、制作玻璃钢以及其他散发有毒有
害气体作业的；未采取集中收集处
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少扬尘、粉尘和气态污染
物排放等行为的处罚标准进行了规定。

《条例》明确提出，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有违反规定核发排
污许可证，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包庇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其上级主管部
门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条例中‘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
大气重污染企业，实行差别信贷、差
别水价、惩罚性电价’的规定，以经济
杠杆倒逼重点企业落实应急减排措
施，并分别对工业粉尘、气态污染物、
扬尘、可燃性气体、挥发性有机废气、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等各类污染物
的防治措施作出规定，形成了具有我
市特色、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的一系
列制度规范。”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支队支队长岳光说。

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及工业企业职责
——《邢台市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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