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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河县葛仙庄镇突出四个“明
确”，确保农村“三资”清查工作圆满完成。

明确任务要求。葛仙庄镇召开清
理规范农村集体“三资”专项行动工作
会议，成立领导小组，制定《葛仙庄镇清
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聘请第三方会计公司专业人
员、法律顾问全程跟进，确保该项工作
保质保量完成。明确工作重点。围绕
合同主体、合同期限、合同价款、合同兑
现、发包程序、发包方式等六个方面，明
确资产清查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重点清

理规范。明确时间节点。按照镇党委
任务分工，将专项行动划分为宣传发
动、摸底认定、清理规范、建章立制等四
个阶段，确保全镇“三资”工作开展扎实
推进，各项要求落实到位。明确核查流
程。各村（社区）对本村经济合同开展
全面自查，初步分类定性后，上报镇党
委核实认定，依据认定结果对发现问题
进行整改。清理规范后及时于村务公
开栏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建立并完善
集体经济合同台账。

（江贝贝）

清河县葛仙庄镇

四个“明确”助力农村“三资”清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农行邢

台分行沉着冷静积极应对，第一时
间召开紧急工作会议，对员工行为

摸排、核酸检测、物资储备、网点运
营、日常消杀等防疫各项工作进行
细化，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邢台分

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
预案》《邢台分行安全保卫
2021年疫情防控预案》《邢
台分行营业网点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等，明确了疫情
防控十条措施，并组织市分
行机关全体员工完成核酸
检测，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高洪水 郑尹程）

农行邢台分行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图为该行工作人员组织员工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讯(郭浩然)近日，柏乡县
生态环境分局积极建立完善环境监
管体制机制，明确网格员的责任分
工，切实发挥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作用，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该县网格化监管体系实行三级
网格监管，县级建立一级网格，书
记、县长任网格长，县处级领导根
据分包乡镇任一级分网格长。7个
乡镇区成立二级网格，各乡镇办、
经济开发区一把手任网格长，乡镇
区干部为二级分网格员，指导、督
促各村做好各项环境保护工作。以
村为单位成立121个三级网格，村支
书为三级网格长，明确专职三级网
格员的队伍，各村支书负责环境保
护工作的落实，对网格内环境保护
工作负有管理责任，各村环境保护

网格员具体负责环境保护网格化管
理的日常工作，对网格内环境保护
工作负有直接责任，且针对各级网
格员设立网格监督员，确保环保监
管不留空白。

为确保网格化监管高效运行，
柏乡县生态环境分局建立考核评估
和奖惩制度，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工
作考核小组定期对各级网格进行监
督考核，对网格责任主体不履行或
不正确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严格追
究相关领导和网格监管人员的责
任。同时，建立健全乡镇全面排
查、部门专项排查的工作机制，各
级网格员发现问题依照职责分工及
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从而实现生
态环境隐患问题“发现、上报、整
改、反馈、核查、销号”闭环管理。

柏乡生态环境分局

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

本报讯(苏晓丽)1月6日，宁晋县
生态环境分局启动一月份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以“开年即攻坚、开局即决
战、起步即冲刺”的攻坚态势，为全
年大气污染治理开好局、起好步。

强化工业企业污染管控，严格
总量控制。重点涉气企业按照“多排
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要求，结
合亩均论英雄、环境绩效水平、产污
比数据、超低排放改造等情况，按照
单一排放口日排放量达到5千克以
上标准，全部安装在线检测和分表
记电设备。按照“停产整治一批、搬

迁入园一批、提升改造一批”的原
则，开展中小企业综合整治。凡是不
能稳定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严重
的工业企业，依法实施停产治理。加
快推进 VOCs 企业整治，对玉锋集
团、宁纺集团、三川化工、康丰木业4
家企业逐企开展采样分析，摸清
VOCs排放特征，评估现有治理成效，
完成VOCs排放总量核算，全面启动
提标改造工作。巩固“散乱污”企业
整治成果，确保动态清零。统筹县、
乡执法力量，对县域范围开展集中
式、地毯式、解剖式执法检查，凡是

达不到要求，依规依法查处，涉嫌违
法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对县
域内全部排污企业开展治污设施排
查核实行动。

不断强化扬尘污染管控，建筑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严格落实“七个
百分之百、两个全覆盖”要求。市
政道路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严格落实

“八必须、八严禁”。现场进行破碎
或者截桩等易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
时，采取洒水等防尘措施。灰土、
砂浆、沥青混凝土等采取厂拌，现
场堆放的路基填料和施工材料，采

取洒水、遮盖等防尘措施。开展扬
尘在线检测设备核准行动，对所有
在线检测设备进行全方位、地毯式
核准。全县工业企业料堆场物料储
存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粉状物料
入棚入仓储存，露天堆放需采用不
低于800目/100平方厘米抑尘网苫盖
切实做好扬尘污染防控。加强全县
河道扬尘治理，特别是正在施工的
河道清理清淤工程，所有河流两
岸、河滩、河堤都要实施林草绿
化，确保4月底前完成。

充分利用禁烧高清视频监控和红
外报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置露天焚
烧秸秆、垃圾、工业废料等问题。严
格落实《邢台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对违反规定销售、运输、燃放
烟花爆竹的，依规依法进行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宁晋县生态环境分局启动一月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

本报讯（李娜 周晶 芦娴）
近日，襄都区生态环境分局多措并
举，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纪律作风建
设，提高驻厂监管能力，规范执法
行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环
保铁军。

该局从严管理监督，强化工作
纪律督查，健全完善重点岗位风险
防范机制，着力推进惩防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谈话提醒、督促纠
正、问责查处”工作机制，做到

“早发现、早提醒、早教育、早纠
正、早查处、早解决”。严格遵守驻

企监管工作制度，充分发挥24小时
驻企监管作用，对落实责任不力、
违纪违规的工作人员，坚决严肃问
责、不留情面，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和风险防范意识，确保各项工作抓
细抓实取得成效。强化环境执法能
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法律知识的理
论学习，熟练掌握并合理运用好相
关法规条文。

该局将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推动
作风和精神面貌转变提升，持续保持
遏制腐败高压态势，严格监督执纪，
为环保事业发展注入清风正气。

襄都区生态环境分局

加强作风建设 助推环保攻坚

本报讯 （记者武健 通讯员
潘志方 张志林）近日，隆尧县人
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深入项
目工地、生产车间、村庄街道，围
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推进联动
监督活动。

隆尧县人大常委会利用2020年
最后2个月时间，深入开展深化联
动监督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集中攻坚
活动，着力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的深入实施，重点推进工业企
业污染管控、散煤污染治理、扬尘
污染防治、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尾气治理、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双代”工作、烟花爆竹禁

放、秸秆禁烧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开展。乡镇人大以代表小组为单
位，有计划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视察调研活动，每半月向县人大汇
报一次监督工作情况特别是查找发
现的问题。专门向全县各级人大代
表发出“一封信”，号召他们提升政
治站位，依法履职尽责，争当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宣传者、参与者、带头者
和监督者，每名代表每月提供一条相
关问题线索。他们建立沟通协调制
度，县大气办、生态环境分局每月报
告一次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反馈
一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畅通工作
联系，切实提升监督效能。

隆尧县人大常委会

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联动监督

本报讯（张雅雯）近日，信都
区生态环境分局自我加压，再强措
施，坚决打好1月份全市综合指数
退出全国“倒三十”攻坚战。

加大夜间帮扶指导力度，除常
规性执法检查外，由机关各股室长
牵头，每天组织本股室一半人员深
入企业开展夜间帮扶指导，排查环
保问题和隐患，并帮扶企业整改到
位，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地落实。

“人防+技防”并重，各重点企
业驻厂员结合当日管控措施每两小
时对企业进行巡查，印发重点企业
驻厂监管帮扶要点口袋书，并配备
相关监测设备，做到会操作，知数
据，明问题，并认真填写驻厂日

志，确保“有案可查”，利用“人
防+技防”手段搞好企业监管指导。

实行领导分包责任制，由机关
领导班子成员对六项污染因子（即
PM2.5、 PM10、 SO2、 NO2、 CO、 O3）
进行分包管控，结合实时数据分析
对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污染因
子有效管控，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退后十”奠定坚实基础。
成立专项督查组，由一名局领

导任组长，纪检、法规、执法队、
办公室负责人为成员，对机关值班
值守、驻厂人员工作纪律、夜间执
法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问题移
交局纪检组进行问责，确保各项工
作取得实效。

信都区生态环境分局

四项措施确保退出“倒三十”

本报讯（记者武健 通讯员
路遥）日前，市法院组织第五批打
击非法采砂集中宣判活动，威县法
院、沙河市法院分别对一起非法采
砂案件进行公开宣判，6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近年来，市法院高度重视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确定环境资源

审判要实现“打造环境资源审判
新品牌，助力市域经济绿色发
展”的工作目标。该院发布了
《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和去年上
半年 10 大典型案例，开展“法官
进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环保法宣
传活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跨入
全省先进行列。

市法院集中宣判两起非法采砂案

本报讯（记者王露橦 通讯员
李萍 王妍）“树多了，环境更美
了，和老伴儿来公园转两圈儿，既
放松心情、又锻炼身体，还能欣赏
冬日的美景，挺好。”数九时节，在
清河县武松公园遛弯的陈达叶话语
间流露着满足。

据悉，去年以来，清河县围绕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目标要求，积极
谋划绿化造林方案，根据城区布局
不断加强游园、绿地、林荫道路、
步道等各项绿化工程建设，通过实
施绿化提升、乡村增绿、生态产业
惠民、森林资源保护、生态文化推
介等五大工程，努力提高森林覆盖
率和人均公园绿地，优化生态环
境。新建游园 1 座，植树 90 多万

株，全县新增绿地面积1.4万亩。
在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同时，清

河县着力打造两大亮点生态工程。
一是开展清水河生态综合治理工
程，景观绿化工程包括百旺山、广
场铺装、园林建筑、揽月桥、音乐
喷泉、水榭连廊、水生态修复和运动
区域等，总绿化面积约40万平方米。
二是建设大运河综合文化长廊，完成
7.5公里堤顶道路、百亩荷花塘和芦
苇荡、5公里景观工程的建设，增加
湿地面积100余亩。启动总投资6000
多万元、占地面积249亩的大运河文
化长廊的扩建项目。通过打造亮点生
态工程，建立良好绿色生态屏障，为
推动清河做好创森绿化、走好生态
立县道路提供了有力保障。

清河县去年新增绿地1.4万亩

寒冬时节，内丘县鹊山湖面碧水
如镜，晶莹剔透的湖水，在阳光的照
射下泛着银光。湖畔，成片的树林和
芦苇丛中，不时有鸟群“扑扑”地飞
起，清脆的鸣叫声划破冬日的空寂。
远处，起伏的山丘和蜿蜒的河道，将
这片国家级湿地公园景色映衬得如
诗如画。

去年以来，内丘县以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为契机，持续加大对县域湿地
生态资源的保护修复，特别是鹊山湖
国家级湿地公园完成创建，湿地生态
系统的平衡发展初显成效。

保育+重建
维护生态系统功能

马河水库，又名鹊山湖，因湖绕鹊
山而得名。位于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
马河上游的鹊山湖，是内丘县柳林镇
境内的一座中型水利枢纽工程，承担
着防洪、灌溉等功能。多年来，它在干
旱少雨的丘陵地区，一直以珍贵的水
源、丰富的动植物等天然湿地资源，回
馈着周边村镇，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
系统遭受破坏的威胁。

内丘县浅山丘陵区的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不足全国的三分之一，水资
源在这里更显格外珍贵。为涵养水
源、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内丘县
将湿地公园建设提上重要日程。2015
年，该县在获得省林业厅批准建设鹊
山湖、卧龙湖两处湿地公园的基础
上，着手创建鹊山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

内丘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申报国
家级湿地公园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
进一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最大限度维护生态系统功能，保证湿
地资源的永续利用。

鹊山湖湿地公园以马河水库（鹊
山湖）为主体，以上游河道、河滩为延
伸，东西全长9.3公里，总面积300.16
公顷。园内分布的湿地，具有太行山脉
独特的典型性、代表性和重要的生态
保护价值，在净化水质、涵养水源、维
持生态平衡、改善城市环境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内丘县结合鹊山湖的自
然生态特征、地域特色和历史人文内
涵，将公园分成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
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
务区等5个功能区进行规划建设。其
中，湿地保育区位于湿地公园东南部
和西部上游河道，规划面积191.5公顷，
占总面积的63.8%，以湿地植被保护
和蓄水水域保护为主；恢复重建区，位
于湿地公园中部，规划面积55.3公顷，
占总面积的18.4%，以湿地植被恢复、
生态岸坡建设为主。

部门+乡镇
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2015年，内丘县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及省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坚持
“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
续发展”的基本方针，联合水务、环
保、农业、旅游等25个部门、3个乡镇
组成“河北内丘鹊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建设领导小组”，邀请国内知名设计
单位、专家在对鹊山湖周边区域进行
详细的现场勘测，高标准编制《河北
内丘鹊山湖国家级湿地公园总体规
划》，并成立鹊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服务中心，大力推进湿地生态保护
工程。

5年来，内丘县先后投资4500多
万元，对水草、树木、景观进行综合保
护治理，修建拦水坝，对恢复重建区
进行人工修复。同时，加强对水质、空
气、噪音等内容监测，开展年度生物
多样性调查，监测动植物种类组成、
种群数量、种群变化等数据，为湿地
公园动植物的繁衍与保护提供科学
依据。

内丘县还先后对湿地周边的马
河、东庞、王交台、郝交台等村庄，全
部实施改厕，配套建起沼气池，村民
们烧水做饭都不再用树枝、柴草。禁
止挖砂、采砂，保护河道，减少人为破
坏。严禁上游及周边建设污染企业，
保护湖水水质。开展大规模的人工造
林、飞播造林、退耕还林。

近5年，湿地生态环境大幅改善。

自然+人文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鹊山湖在候鸟迁徙路线上，黑
鹳、大天鹅、鸳鸯等鸟类都在这里出
现过。”在鹊山湖湿地公园宣教展示
区，游客认真地对照湿地文化标牌，

确认刚刚拍摄照片中的鸟类品种。
如今的鹊山湖，主体水质达到

国家Ⅲ类标准，湿地面积由158.61公
顷 恢 复 到 209.2 公 顷 ，湿 地 率 由
52.8%上升到 69.7%，湿地生态系统
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公园内维管
植物从155种、隶属于52科119属，增
加到 183 种、隶属于 56 科 137 属。拥
有国家Ⅱ级保护植物野大豆，动物
种类特别是鸟类多样性尤其丰富，
野生脊椎动物从137种、隶属于5纲
25目57科95属，增加到158种、隶属
于5纲27目60科110属，拥有国家Ⅰ
级保护动物黑鹳。

如今的鹊山湖湿地公园，成为目
前河北省南部距离首都北京和省会
石家庄最近、邢台市唯一的国家级湿
地公园。

为做好湿地文化宣传，让更多
的人了解湿地、保护湿地，内丘县创
建了户外解说导视系统，并精心制
作湿地公园画册和纪念品，向世人

全面展示鹊山湖湿地生态系统特
征、生物多样性、自然风光和人文历
史。鹊山湖湿地公园新建的环湖路
边，野生鸟类介绍、湿地公约等各类
湿地文化标牌图文并茂，所有宣教
牌上都有二维码，游客用手机扫一
扫，就能了解更多的湿地科普知识。

“5年的湿地保护和修复，有效保
护了马河流域水资源及黑鹳、野大豆
等湿地动植物资源，修复了公园内重
要的湿地植物群落和珍贵鸟类的栖
息地，净化了马河上游的水质，较好
维护了湿地公园的复合湿地生态系
统，打造了一个集湿地保护恢复、可
持续利用示范、流域生态安全、生物
多样性保护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
园。”内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
书记、局长苑胜恺说，“下一步，我们
将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游客接待
中心、科普宣教馆，培养科研监测管
理专业人员，不断探索区域绿色生态
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内丘县鹊山湖国家级湿地公园投资4500多万元，湿地面积由158.61公顷恢复到
209.2公顷，拥有维管植物183种、动物158种，主体水质达到国家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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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内丘县抓出解决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的窗口期，下大力度推动鹊
山湖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又“生产”出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新路径。

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
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
济财富。面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不能从一时一地来看问题，一定要
树立大局观，算大账、算长远账、算
整体账、算综合账。打好生态牌，不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发展，要
时刻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向绿色要出路、向生态要活力，
高质量赶超发展才有坚实基础。

向绿色要出路 向生态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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