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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

首批易地扶贫搬迁户喜领安置房钥匙

广宗

举办第二届葡萄文化博览会
1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138.6亿元

房源核验
可网上预约办理

桥东区

启动大区片开发改造

宁晋

开展“廉洁伴成长——
为年轻公务员护航”活动

邢台市首届旅发大会8月18日启帷
由邢台县和内丘县联合承办，重点打造70个新项目展示“大美太行”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日前，河北顺德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和邢台市桥东区政府正积极按照该市日前
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大区片开发改造的意见（试
行）》，启动该区泉东街道办事处长信村大区片土地
整理开发工作。

大区片，是指城市建成区周边符合城市总体规
划、开发潜力较大、相关居民改造愿望强烈、由城
市主要道路围合的千亩以上地块。以改善群众居
住条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邢台市将借助大区片
开发建设方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品
质，优化人居环境。根据相关要求，大区片开发
改造要依照市级统筹、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等原
则，即市规划部门结合属地政府申请，确定大区
片改造范围并为其作高标准编制规划；属地政府
要对大区片内市政基础设施等，予以配套规划及
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王垒 记者黄清标）7 月 6 日至
9 日，由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主办的中国·广宗第二
届葡萄文化博览会，在该县精准扶贫设施葡萄示范
区举办，民盟中央、省质监局、省林科院等40多个单
位的相关负责人及专家参加。

据了解，广宗县现种植葡萄 3 万余亩，年产值
7500 余万元。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以葡萄为媒，促
产业提档升级；实施精准扶贫，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组织安排“葡萄王”评选、葡萄产业发展研讨会、亲子
采摘等 9 项活动，展示了该县 1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200多幅书画及摄影作品。

据介绍，共有18个、总投资138.6亿元的项目在
本届博览会上签约，涉及工业制造、新能源发电、农
业产业化、自行车（童车）生产等领域。

本报讯（王波、申建宁）“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
年轻干部，我一定会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踏踏
实实做人，快快乐乐工作。”6 月 23 日，在听完宁晋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傅学磊所作的“公务员的幸福
感从哪里来”主题授课后，该县大陆村镇干部苏计
涛说。

今年以来，为着力培养优秀年轻干部，该县
开展了“廉洁伴成长——为年轻公务员护航”活动，
对 52 名 30 岁以下的年轻干部相关情况登记在
册，建立廉政档案，长期跟踪管理，通过多种形
式为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线打好“预
防针”。

根据安排，每月开展一次廉政夜校讲课，讲授党
风党纪、传统文化、国学家风、健康心理等内容。县
纪委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联系 9 名左右的年轻干部，
有重点地对其进行帮带。同时，全面了解每位年轻
干部的工作和家庭等情况，对有实际困难的予以及
时帮扶。年轻干部提交廉洁承诺书，年终进行对照
总结。

本报讯（吴征辉）邢台市房屋
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自6月15日
起正式启动房源核验预约服务，
群众只需跑一次腿甚至不跑腿就
可以完成房源核验，目前已完成
9宗预约业务。

房源核验是房屋交易的前置
程序，能够有效规避交易风险。
该中心主任石利革介绍说，网上
预约采用实名制，预约人需提供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
证》）及预约人有效身份信息，如
实填写电子申请表。网上预约成
功后，申请人会收到已预约成功
的微信或短信回复。申请人凭
借预约成功信息及有效身份证
明，在核验完成当日即可领取
《房源核验告知单》，也可在申请
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委托交易
中心快递传送，真正实现群众

“只跑一次腿甚至不跑腿”。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为切实解决影响安全稳定
的突出问题，预防和遏制重特大案件、事故的发
生，邢台市公安部门日前决定，自 7 月 1 日起，利
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创净土”飓风
行动。

据介绍，此次行动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重要部位和重点人员的治安管控，打击重点包
括影响恶劣的暴恐犯罪、黑恶痞霸犯罪、严重暴力
犯罪，“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网络新型犯
罪及网络贩枪犯罪，还有严重危害群众切身利益的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涉环境安全犯罪，涉黄赌毒违
法犯罪等。行动整治重点对象是治安复杂区域和企
业、重点单位、校园周边环境、特种行业尤其是娱
乐业和旅店业等。

“创净土”飓风行动
启动打击各类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杨永丽 记者黄清标）
“宽敞明亮，通水通电，这么好的房子，才
花了 6000 块钱，做梦都不敢想！”6 月 29
日上午，内丘县侯家庄乡行家峪村 69 岁
的张里书，领到该县县城恒源和谐小区 6
号楼 17 层 02 号、面积为 98.3 平方米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房钥匙后激动不已。这
天，侯家庄乡的行家峪、张北洼及云大沟
村的 113 户易地扶贫搬迁户领到了安置房
钥匙。作为第一批受益者，这 113 户共有

547名贫困人口将住进新房。
去年 4 月，内丘县启动了邢台市第一个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对上述 3 个山区地
质灾害村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共有 363 户
983 人将迁居恒源和谐小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255 户、679 人，行家峪、张北洼为
自然村整体搬出，云大沟村为部分贫困户搬
迁。据介绍，今年 9 月底前，该小区另一栋
搬迁安置房也将交付使用。

在该小区“内丘县易地扶贫搬迁‘有事
做’服务站”内，服务站站长、县人社局就业
服务局局长石晓东介绍，为促使搬迁贫困
人口“搬得出、留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县
人社局、县扶贫办和侯家庄乡专门成立了
这个服务站，全方位服务搬迁群众。据介
绍，服务站拟为 140 人在超市、物业公司及
其他类型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并于两天前
为 15 名贫困人员开办了电工、焊工短期培
训班。

为帮助搬迁人员增加收入，内丘县已
在县人社部门成立了扶贫就业中心，确保
每户至少有一人就业，并于去年用扶贫资
金为 679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河北富岗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各入股 1 万元，年底按
10％比例保底分红，期限 10 年；在金店镇
建成一个肉驴、肉牛特色养殖基地，可帮助
张北洼村 246 名搬迁人员年人均增收 3000
元。此外，该县结合行家峪村位于寒山风
景区内、张北洼村临近福寿山风景区和云
大沟村果树较多的实际，对所有搬迁户的
土地、林地等进行了流转承包，鼓励村民成
立了三家旅游企业，从事农家乐、手工艺品
制作等，预计 5 年后搬迁户可每年人均增收
5000 元。

内丘县委书记张辉表示，“十三五”期
间，该县将对侯家庄乡和大孟村镇的 11 个
贫困村的 1162 户、4269 人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计划今年年底前安置983人。

本报讯（记者王永晨）为提升
市区机动车停放秩序，进一步缓
解机动车停放难问题，邢台市今
年计划在市区新增机动车便道停
车泊位300至500个，复划机动车
停车泊位7400余个。

据了解，邢台市城管局市场
中心在10条大街确定新增停车
点28处，按照合理设置、应划尽
划的原则新规划停车泊位300多
个。目前中兴大街、新兴大街等
街道已有 200 多个车位施划完
成。同时，对市区主次干道原有
的7400余个公共停车泊位进行
全面复划，对停车泊位内安装的
停止器等配套设施进行维护，提
高车辆停放的安全系数，目前进
度已超过60%。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由邢台
市文明办、城管局和交警支队联
合主办的该市第二届“文明驾驶
百日竞赛”活动，将于7月29日至
11月5日举办。

据了解，本次竞赛的参赛对象
为全市私家车主。参赛者可于7
月28日前持行驶证、驾驶证到邢
台市私家车协会（桥西区泉南西大
街市检察院西行200米）报名，也
可与本单位其他私家车主一起集
体报名，还可在“邢台交警”微信公
众号提交自己的姓名、车牌号和手
机号报名。在比赛期内驾车无交
通违法行为、无责任交通事故的参
赛人员，可参与抽奖活动。

据介绍，“文明驾驶百日竞
赛”活动，旨在倡导广大私家车主
文明出行，安全驾驶。

市区年内新增便道
车位300至500个

第 二 届“文 明 驾 驶
百日竞赛”29日启动

本报讯 （许晨、郝晓莉） 近日，邢台市委五个
巡察组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分别向该市农业局、扶贫
办、教育局等 10 个单位的党委 （党组） 作了常规
巡察，通过个别谈话、受理来信来访、调阅文件
资料等方式，先后发现各类问题线索 121 件。

在反馈今年第一轮巡察情况时，市委巡察组
要求各被巡察单位党委 （党组） 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一问责八清
理”和“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优化政治
生态。

各被巡察单位党委 （党组） 负责人表示，将加
强组织领导，对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立行立
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据悉，巡察整改情
况将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讯（郭文静、梁岩）截至 6 月 30 日，
邢台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135.2 亿元，同比
增长17.7%，增幅位于全省第3位；公共财政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74.7 亿 元 ，为 年 计 划 的

62.4%，同比增长 12.2%，增幅位于全省第 1
位，顺利实现“双过半”。

今年以来，邢台市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
发展历史机遇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攻方向，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以项目建设的重大突破推动转型发展、跨越
赶超，加速培育发展新动能。各县（市、区）
创新招商模式，创优营商环境，把项目建设
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牢牢抓在手

上，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力促项目早开工、早
建设、早达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
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
持力度，支持企业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开发
新产品，提高竞争力，打开新市场，税源结构
不断优化。财税部门发挥综合治税平台的
作用，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税种的税源监
控，严防跑、冒、滴、漏，促进挖潜增收，确保
了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全市财政收入实现“双过半”
全部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7.7%；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2.2%，增幅全省居首

市 委 第 一 轮 巡 察
发现问题线索121件

日前，位于邢台开发区的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待出口的产品。该公司采用国际先进技术标准组织生产，采用
国际检测标准保证品质，产品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邢台开发区不断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先
进制造业、新能源和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相关产业的科技含量，帮助企业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取得很好成效。

记者 赵永辉 通讯员 李院红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十三五”期间，该县将对侯家庄
乡和大孟村镇的 11 个贫困村的
1162 户、4269 人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计划今年底前安置983人

▲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邢
窑博物馆，借鉴了唐代白瓷的优美造型，
形成了 7 个高低不同的碗型空间组合
体。图为该馆局部。 记者 王永晨摄

◀邢窑遗址博物馆采取双层空中廊
道的设计，便于大家参观游览。图为该
馆内部。 记者 王永晨摄

本报讯（记者王永晨）邢台市首届旅
游发展大会定于 8 月 18 日至 20 日由邢台
县和内丘县联合承办。据了解，两县最新
兴建的 70 个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扫
尾工作，不久后游客便可深入“守敬故
里”，体验“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最新焕发
出的魅力和精彩。

此次旅发大会重点打造兴台古镇、太
行邢襄古镇、邢窑遗址博物馆和邢窑博物
馆、峡谷漂流、前南峪苹果小镇、鹊山水世
界、鹊山湖康养度假区和移联网信智慧文
创基地 8 个新业态项目；推出百果庄园、
交台社区、南沟门村和茶旧沟村 4 个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结合旅游精准扶
贫、新农村建设、景观大道打造，推出“中
国·邢台·太行康养度假区”，叫响“守敬故
里、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旅游品牌。

据了解，自 3 月份旅发大会前期工作
启动以来，邢台县共拆除建筑 257 处，平
整场地 71.5 万平方米，种植野花组合、樱
花等景观花带 103 公里，栽植各类绿化树
木 15 万余株。同时，完成境内 67.5 公里
邢左路全线升级改造，新建连湖大道、紫
金山、天梯山等旅游专线50公里。

围绕景区提档升级、新业态项目及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方
面，邢台县全面推进 28 个重点旅游项
目。该县进一步提升九龙峡、云梦山等传
统景区档次和品位，推动旅游与农业、工
业、林业、互联网、文化、体育等资源融合

发展，围绕“文、商、养、学、闲、情、奇”等新
兴要素，积极培育兴台古镇民俗体验、峡
谷漂流亲水娱乐、生态渔村山野拾趣等项
目。目前，以大峡谷、九龙峡、云梦山等为
主的风景观光游，以紫金山紫金书院、太
子井酸枣文化、抗大红色文化等为主的文
化体验游，以兴台古镇、太行邢襄古镇等
为主的休闲度假游，以路罗旅游集散中心
等为主的娱购休闲游等多业态旅游项目
进展顺利，已全面进入收官阶段。

内丘县突出医祖扁鹊的行医故地、邢
白瓷文化的发源地两大核心特色文化，全
力推进扁鹊大道旅游片区建设。围绕主
会场建设、景区提档升级、新业态打造、重
点项目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
共实施了总投资39亿元的42个项目。

本次旅发大会主会场将设在鹊山湖
康养度假区阿尔卡迪亚酒店。鹊山湖康
养度假区总占地面积约 15500 亩，是集疗
养度假、健康养老、文化休闲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旅游度假综合体，旅发大会前将建
成阿尔卡迪亚五星级酒店、环湖健身道
路、房车营地、钓鱼基地等观摩项目。

邢窑博物馆、邢窑遗址博物馆、邢瓷
文化体验馆共计投资 2 亿多元，是邢白瓷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此次旅发大会的重
要观摩项目。其中，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设计的邢窑博物馆，借鉴了唐代白瓷的
优美造型，形成了 7 个高低不同的碗型空
间组合体，建筑风格非常独特，目前主体、

外部幕墙及室外景观基本完工，内部装修
布展、碑廊等工程正在抓紧施工。而邢窑
遗址博物馆将集中连片的邢窑遗址囊括
其中，采取了建空中廊
道 俯 瞰 式 参 观
的 设 计 ，目
前 主

体、外部幕墙、内部装修基本完工，室外景
观工程正在抓紧施工。两馆均计划于 7
月底前完成全部工程并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