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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冀中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新乐

市供电分公司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

水排水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行
河北保龙仓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河北盘古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河北）有限

公司
承德高新区新悦服务有限公司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天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五金交电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承德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

司张家口分公司
河北新天科创新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

市抚宁区供电分公司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福寿食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傲森尔装具服装股份

有限公司
秦皇岛尼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华恒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蓝贝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通力齿轮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冀北中原园林有限公司

廊坊利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廊坊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白沙烟草有限责任公司保

定卷烟厂
保定市天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保定市民科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国市一方中药材有限公司
涞源县奥威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保定）有限公司
沧州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市华北商厦有限公司
沧州水利工程处
十里香股份公司
河北科斯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大港油田广源（沧州）石油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衡水同瑞眼

科医院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深州

市供电分公司
武邑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

公司
邯郸欣和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

电分公司
河北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成安

县供电分公司
上述企业在没有劳动者举报投

诉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 3 年内不再对其实施日常巡查、书
面审查等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检查，并
享有优先推荐与劳动保障工作有关
的评优资格。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6月20日

关于公布河北省劳动保障守法诚信优秀等级企业名单的公告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企业名称

石家庄市吉发曲轴
有限公司

邯郸市第二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

辽宁中安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唐山星华体育场馆
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层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深能保
定西北郊热电厂项
目部）

河北中冶润丰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或注

册号

911301076
010422307

911304007
15864822
H

912103001
189589351

91130203
MA07PR1
93

916100005
70678585T

911302001
049134454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矿区平
涉路

邯郸市邯山区邯
山南大街83号

高新开发区深峪
路 33 号（丰和园
小区）

唐山市路北区新
华西道 21 号中煤
科工集团唐山研
究院内西区

陕西省西安市高
新 区 锦 业 1 路 绿
地集团 SOHO 同
盟 A 座 22 楼
2212室

唐山市丰润区银
城铺二十二冶工
业园区

法人

刘吉发

王敬红

孙秀兰

李 冬

辛红娟

郑绍丰

简要违法
情况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拖欠工资
数额较大

处理机关

石家庄市井陉
矿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北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北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北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保定市满城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北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和《河北省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经对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进行审查并公示，河北省冀中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等 50 家企业被评定为

2017年度河北省劳动保障守法诚信优秀等级企业。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年6月20日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吕培）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地下水
超 采 综 合 治 理 五 年 实 施 计 划（2018—
2022 年）》，确定到 2022 年，全省地下水
压采量达到 54 亿立方米以上，压采率达
到 90%以上。其中，城市全部完成地下
水压采任务，农村压采率达到 86%以
上。雄安新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城
市提前到 2020 年、张家口坝上地区提前
到2022年完成地下水压采任务。

计划要求，全面推行“科学规划、确
权定价、控管结合、内节外引、综合施策”
的综合治理模式，坚持高节水、多引水、
增蓄水、调结构、强管理并举，水权水市
场、农业水价、水资源税、水利工程建管

同步，构建适水发展的农业种植体系、高
效节水的灌溉工程体系、引排得当的水
系连通体系、科学合理的水资源配置体
系、实时可靠的地下水水位监控考核体
系，持续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本计划覆盖全省所有存在地下水超
采的县（市、区），涉及除承德市之外的10
个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共
128 个县（市、区）。其中，深层水超采县
66 个，浅层地下水超采县 88 个，深浅层
超采重叠县26个。

城市综合治理措施要全面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降低工业企业水耗，开展创建
节水型载体。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加强城市雨水利用，逐步增加城市河湖
绿地雨水使用量和地下水入渗补给量。
对受水区，重点是通过加快实施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利用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压
减受水区城市地下水超采量；对非受水
区，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地表水置换、优
化调整工业结构、加强城市和工业节水

等措施，减少地下水超采量。到 2020
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5%以上，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 12 立方
米；全省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全省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

农村综合治理措施方面，要以农业
灌溉节水为核心，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冬小麦节水稳产
配套技术等减少地下水超采量。到2022
年，种植结构调整共实施 235 万亩，压采
地下水 3.87 亿立方米；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566 万亩，压采地下水 3.31 亿立
方米；全省抗旱节水小麦品种种植面积
普及率不低于 90%，维持压采能力 7.21
亿立方米，新增压采能力2.82亿立方米。

雄安新区治理措施方面，要加快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建设，替代城市地下水超采
量。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喷灌、微灌
等最先进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等，解决农
村地下水超采问题。2018 年底前，雄安

新区利用引江水压减城市地下水超采量
0.15 亿立方米，实现城市地下水采补平
衡。到 2020 年，雄安新区有效灌溉面积
将减少到60万亩，压采地下水0.4亿立方
米，可基本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张家口坝上地区治理措施方面，要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节水
灌溉，严格地下水管理。到 2022 年，压
减地下水超采量 0.48 亿立方米，实现采
补平衡。

计划指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严
控制地下水开采。推进水权水市场建
设，落实水价综合改革，深化水资源税改
革，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地下水超采治
理。探索开展水利工程建设方式改革，
加快工程运行管护机制改革，完善基层
服务体系建设，力争到 2022 年，我省地
下水漏斗中心水位回升、面积逐步减小，
地下水取水计量、水位监控系统以及考
核奖惩机制进一步健全，地下水超采状
态得到极大改善。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五年实施计划》出台,到2022年——

全省城市全部完成地下水压采任务
到2022年，全省地下水
压采量达到 54 亿立方
米 以 上 ，压 采 率 达 到
90%以上

环卫工也能成为“大工匠”
——记沧州市运河区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党支部书记李德

□记者 张近情 戴绍志

今年 5 月，中组部组织的“大国工
匠”研修班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开班。
作为我国环卫工人中首位被列入“大国
工匠”的高技能人才专家，沧州市运河
区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党支部书记李
德参加了研修。

36 年来，李德扎根环卫一线，刻苦
钻研，技术革新达到106项，获得9项国
家专利，成功改造 20 多辆环卫车，直接
为国家节约改装资金数百万元。“只要把
工匠精神融入自己的工作中，不断创新，
环卫工也能成为‘大工匠’！”李德说。

创新路上的“排头兵”

“全天候扫路车上再加一个装置，
用起来可能更省力，先上这个零件试
试⋯⋯”6 月 14 日一早，李德又早早来
到环卫站维修车间，捣鼓那些熟悉的车
辆零件。

1982 年，20 岁的李德进入环卫系
统，在市区解放路上扫大街。一些人的
异样目光让他感受到压力，也激励着他
一定要在这个行业扎根，干出个样来。

1985年，李德进入运河区环卫局维
修车间工作，开始接触环卫车辆。“当时
变速箱拆装不方便，四五个大小伙子抬
着都吃力。”李德萌生了自制一些简单
小工具的想法，靠着一股子冲劲，他钻
研出变速箱绞车，实现了一人轻松拆
装。从那时起，创新的种子就在李德的
心里扎下了根。

2004年，沧州市运河区成立公厕管
理站，李德当上站长。在一次检查工作
时，李德发现，工人在清理旱厕时提着粪
桶，蹭得满身脏臭，他当即下定决心：一定
要让工人们告别肩背、手提粪桶的现状。

他开始钻研小型粪便机械作业车。
两个多月，李德画了 1000 多张图纸，经
过不断摸索，一辆既美观又有较高科技
含量的小型粪便作业车问世了。如今，
工人只需按动操作阀门，就可以轻松完
成粪便从清掏到倾倒的全过程。

看到工人们疏通下水道手上磨出
了泡，李德发明了“多功能高压冲洗
车”，既能疏通管道，又能洒水、冲洗；有

的厕所位于平房区，小型吸污车进不
去，每次都得靠几十米长的管子吸污，
他受电力部门电线绞盘的启发，发明了
手摇绞盘；看到环卫工开着小型吸污
车，冬冷夏热太受罪，经过沟通，汽车制
造商按照李德提出的技术参数制造了
底盘，成功升级小型吸污车，不仅有空
调，外形也更美观⋯⋯

工作岗位上的“拼命三郎”

在运河区环卫局采访，大伙都说，
李德是一个“拼命三郎”。

小型吸污车是李德拿到的第一个
国家专利。为此，李德差点把命搭上。

在既没有样车也没有资料的情况
下，李德全凭摸索尝试。连续半个多
月，他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脑子里全是
小型吸污车的图纸。强压之下，他在工
作中心脏病突然发作，同事叫了救护车
送他到医院。抢救成功后，李德又接受
了手术治疗。医生特意叮嘱李德：这是
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必须静养，半年内
不能干累活儿，更不能着急、生气⋯⋯
而他，住院一星期，回家休息了一星期，
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几年前，沧州市环卫局购置了 8 辆
60 万元一台的路面吸尘车，可由于城
区路面时有不平，造成吸尘装置倾斜，
出现扬尘现象，吸尘车面临报废。李德
得知后，经过再三分析吸尘车构造和原
理，提出了解决方案，反馈给吸尘车厂
家。很快，厂家一位空气动力学的高级
工程师给李德回信告知，“这套方案理
论上是行得通的，但落地至少需要上千
万的科研经费和两年多的论证。”

时间不等人，李德只好自己改造。
制造零件没有模具，他就手工对一些异
形件进行切割打磨；各个连接系统不熟
悉，他就对照原车一点点摸索。每天早
上 5 时来，晚上 10 时以后才走，一连两
个多月，愣是“破译”了整套技术，只花了
几万元，就对吸尘车成功进行了改装。

工匠精神的“传承人”

这些年，李德有几次机会可以离开
环卫行业：有单位看中他的能力要将他
调走；南方厂家看中他的才干，想让他

去做技术指导，待遇从高从优；自幼习
武的他屡屡在武术比赛中获奖，被新加
坡相关机构看中，想高薪聘他任教⋯⋯
面对这些机会，他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初
心，在环卫一线忘我工作着。

有人说他傻，荣誉和能力本可以让
他换个环境，舒适地生活，他却天天泡在
又脏又累的一线；9 项国家专利和众多
技改成果本可以让他衣食无忧，他却无
偿地提供给武汉、北京、南昌、山东等环
卫特种车厂家使用⋯⋯

“干这工作靠的就是良心，工人们
的艰苦环境时刻激发着我的斗志，每当
看到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带来工作环境
的改善，我就有一种自豪感。”李德说。

今年 4 月，李德从运河区公厕管理
站调到运河区环境卫生管理站担任站
长、党支部书记。谈起下一步工作，他信
心十足：“现在‘家底’比当初厚多了，但
机械作业率只有 50%。我正在收集改
进措施，利用自己的技能，传承工匠精
神，培养更多技能型环卫工人。”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为确保临床
用药需求，日前，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进一步规范我省药
品集中采购配送管理工作下发通知，
明确提出，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
年 3 月 31 日之间，无交易记录的挂网
药品，将被终止其挂网资格，且一年内
不得重新申请挂网。

为加强生产企业挂网品种管理，
通知要求，河北省医用药品器械集中
采购平台挂网的所有药品采购价格，
原则上同厂同药不得高于京津冀评
标、挂网和平台交易的最低价，同企业
其他规格有价格的，采购价格应遵循
合理的比价关系。部分临床必需但无
法执行京津冀挂网价格的药品，企业
可与医疗机构进行商议，经医疗机构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审
核后可挂网采购。

对于急抢救药品、短缺药品、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以及以通用
名计在我省采购平台挂网企业不足 5
家的药品，省医用药品耗材集中采购
中心可直接增补挂网；其他药品仍需
提供 10 家以上医疗机构的采购记录

（其中三级医疗机构≥3 家，二级医疗
机构≥3家），方可申请增补挂网。

同时，将严格执行药品自行采购
管理规定，对于在基药、医保、非医保
三个平台中任何一个平台已挂网的药
品，生产及配送企业不得接受采购用
户在其他平台上提交的同厂家同品规
药品的自行采购订单；若发现此类订
单，药品生产、配送企业应主动与相应
采购用户联系，引导其通过正常途径
采购药品。

针对当前存在的部分药品配送
不及时问题，我省调整了对基本药物
配送企业的限制，基本药物坚持由生
产企业选择配送企业的方式，不再限
制生产企业在全省范围内选定配送
企业的总数量。每个生产企业的每
个药品在同一采购用户可委托 1-3
家配送企业，同一生产企业的全部基
药品种在单一采购用户的配送企业
总数不得超过 3 家。药品生产企业
应确保本企业全部药品配送到每个
采购用户。

据 新 华 社 石 家 庄 6 月
20 日电（记者杨帆）记者 20
日从河北省公安厅了解到，
警方历时半年一举打掉一
特大贩毒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 人 李 某 等 5 名 贩 毒 人 员
及敖某等 5 名吸毒人员，当
场 查 获 冰 毒 41 袋 共 计 21
千克。

2017 年 12 月 ，廊 坊 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缉毒大队
发现线索，有人在燕郊贩卖
冰毒。经过数月努力，专案
组逐步掌握了李某贩毒团
伙的情况。今年 4 月 23 日，
专 案 组 得 知 ，李 某 伙 同 路
某、金某等 5 人去往云南，
预谋赴缅甸购买冰毒。

获取这一重大线索后，

警方分组展开工作，选派民
警飞赴云南镇康秘密追踪嫌
疑人动向，同时关注其他嫌
疑人去向，并在后方全力开
展分析研判。

通过努力侦查，5 月 4 日
晚，警方最终在燕郊开发区
某小区抓获主犯李某，同时
在其家中抓获敖某等 5 名吸
毒人员。

随后，民警快速确定了
毒品藏匿的准确位置，最终
在一辆面包车尾部底盘夹层
内当场查获冰毒 41 袋重达
21 千克，麻古 1 袋重 20 克，
案件取得决定性突破。

目前，该贩毒团伙 5 名
成员全部落网，此案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我省警方打掉一特大贩毒团伙
缴获冰毒21千克

我省规范药品集中采购配送管理工作无交易记录挂网药品将被终止挂网资格

李德在改装全天候扫路车。（资料片） 沧州运河区委宣传部供图

记者手记

□记者 戴绍志

有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是对
工作最好的尊重。36年来，李德严谨、
认真地对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牢固
树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高
标准对待工作，坚决杜绝“差不多”现

象，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日复一日
的坚守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爱岗敬业是“工匠精神”的力量
源泉。李德用一颗精益求精的心，积
极践行着“工匠精神”，把每一项日常
工作都打造成精品，用最朴实的行动
诠释了爱岗敬业的精髓。

用心践行“工匠精神”

本报讯 （记者尹翠莉）
近日，记者从灵寿县委县
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全国人民警察只要
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人民警
察证即可享受灵寿域内景
区免票政策。据了解，这
也是我省景区首次向全国
公安民警免费开放。

灵寿县位于我省西部，
太行山东侧，在省会石家
庄西北 35 千米处。该县旅
游资源丰富，以自然景观
为 主 。 拥 有 五 岳 寨 、 楸
山、水泉溪 3 个国家 4A 级
景区，其中五岳寨是国家
级 森 林 公 园 、 省 级 地 质
公园。

灵寿所有景区
向全国警察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