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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业大学2018届劳动与社会

保障专业本科生姚武争三方协议丢失，编

号：20182626，声明作废。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慎将

96368客户服务接入号码的批复文件（冀

通信【2007】129号）丢失，声明作废。

▲ 李 正 奎 （ 身 份 证 号 ：

422825197505241452）不慎将河北省退役

军人优待证丢失，证号：A26130671，声明

作废。

▲ 候 利 芳 （ 身 份 证 号 ：

132336197707251926）不慎将河北省退役

军人优待证丢失，证号：A26130661，声明

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20届汉

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杨帆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0015037，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0届小

学教育专业专科毕业生梁云爽就业协议

书丢失，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经济学院 2020届证

券与期货专业专科毕业生郝梦坤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0202406，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0届小

学教育专业专科毕业生魏翰哲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01289，声明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1997届财税专

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高爱红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97FKA1462，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 2017届会计专业专

科毕业生吕金侠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0202910，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 2017届会计专业专

科毕业生王雅竹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0202952，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0届小

学教育专业专科毕业生李慧洁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01677，声明作废。

▲西南石油大学 2018届油气储运工

程专业（成人、函授）本科毕业生刘二帅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06155201805000639，

声明作废。

▲西南石油大学 2018届油气储运工

程专业（成人、函授）本科毕业生林学良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06155201805000633，

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经济学院 2020届保

险专业专科毕业生张航飞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0202396，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经济学院 2020届保

险专业专科毕业生陈辛硕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0202398，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刑警三

中队民警侯雄志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08451，特此声明。

▲河北农业大学农学院 2009届植物

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祝伟涛学籍

档案丢失，编号：2009-00154，声明作废。

▲保定学院1996届化学专业三年制

专科毕业生武明立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2896175，声明作废。

▲定州市只东加油站不慎将成品油

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本丢失，编号：冀

FF0083,有效期至：2024年8月13日，特此

声明。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0届小

学教育专业专科毕业生王润利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01628，声明作废。

▲张伟中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07523，特此声明。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2020届轨

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本科毕业生杨宏

彬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42020707，

声明作废。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通讯员 姜慧婕

有证露天矿山停产整治，责任主体
灭失矿山迹地综合治理……昔日挖山
采矿，富了口袋却破坏了环境；今朝治
理矿山，修复生态再现绿水青山。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
治理的主战场，我省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将推进矿山修复作为打
赢蓝天保卫战、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
撑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6年以来，我省先后组织开展了
露天矿山污染持续整治、河北省露天矿
山污染持续整治三年作战计划等专项
行动，抓好露天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
理。截至2019年底，全省共修复绿化责
任主体灭失露天矿山迹地 1648 处、9.9
万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从“吃山”到“护山”的理念之变

初秋时节，位于唐山市主城区和开
平区交界处的“唐山花海”，绿草如茵，
繁花似锦。漫步其中，深切感受着鸟语
花香的生态之美。

殊不知，因多年煤矿无序开采和
“散乱污”企业非法经营，“唐山花海”曾
是一道满目疮痍的“城市伤疤”。

2018 年，开平区出清“散乱污”企
业，拆除违法建筑、围墙，清运各类物料
及垃圾，仅用 15 天时间便改变了“脏乱
差”局面。随后，引入生态修复项目，经
过削坡降段、挂网喷播、生态混凝土喷
播等高标准修复治理，结合复垦土地，
全部消除了区域内矿山迹地的白茬山，
大幅改善了生态环境。

不止是开平区，我省矿山修复治理
不断提速，折射出从“吃山”到“护山”的
理念之变。2019年，全省完成责任主体
灭失露天矿山迹地 1024 处，治理面积
6.55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露天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治理修复矿山，首要的是关停不达
标的矿区。

“砰！砰！”2019 年 4 月 17 日 10 时，
随着承德县高寺台镇两座矿山的废弃
厂房被成功爆破，承德市建设国家绿色
矿业发展示范区百矿关停、百矿复绿

“2019双百行动”正式启动。随后，相关
人员在矿道和矿山排土场上，栽下了象
征矿山绿色发展的希望之树。

“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
态是硬指标，不仅是生态红线，更是政
治底线。不达标的矿必须依法依规关
停 ！”对 此 ，承 德 市 市 长 常 丽 虹 态 度
坚决。

据了解，承德作为国家绿色矿业发
展示范区，2019 年通过百矿关停、百矿
复绿“双百行动”关停矿山 100 家以上，
骨干露天矿山企业环保全部达标，责任
主体灭失矿山迹地治理 120 处，重点区
域矿山生态修复取得明显成效。

“近几年，全省各地积极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有力
有序推进有证露天矿山持续整治工

作。”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今年 6月底，全省 1024个经停产整治
环保仍未达标的有证露天矿山中，已完
成整治 133 个，综合治理面积 6596 亩，
做到应停尽停。

引入社会资本的“治山”之道

近日，在廊坊三河东部矿山治理区
五期项目现场，数十辆挖掘机、运输车、
碾压机往来穿梭，机声隆隆。已种植成
活的乔木、灌木绿意盎然，与旁边光秃
灰白的岩土形成鲜明对比。

只要条件允许，74岁的福成集团董
事长李福成便会每天清早上山，督导矿
山修复治理工程进度。

2012年，福成集团率先打响了三河
市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环境治理的第一
枪，至今已完成治理面积1.8平方公里，
正在治理面积 4 平方公里。经过治理，
预计可成功造出可耕、可植、可赏的土
地8000余亩。

截至目前，三河市已完成矿山治理
面积 6.6 平方公里，共植树 110 万株，植
草2900亩。预计到今年年底，废弃矿山
将全部披上绿装。

近年来，我省加大资金投入，不断
创新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今年 3 月，

《河北省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
矿山生态修复的实施办法》出台，坚持

“谁破坏、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的
原则，明确了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
用、合理利用废弃矿山土石料等支持政
策，通过政策激励，吸引各方投入，推行
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破解
财政资金不足难题，加快推进矿山生态
修复。

我省还出台了具体支持政策，积极
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到矿山修复
中来。

三河市市长刘连杰表示：“矿山治
理，政府不征地、不租地、不补偿，土地

经营权、所有权不变。我们在加大政府
投入的同时，采取奖补的方式撬动社会
资本投入治理。”

继福成集团之后，联铭实业公司等
一批企业也加入到三河市废弃矿山修
复治理行列。截至目前，三河市正在进
行的矿山治理面积 15.4平方公里，已累
计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近 6 亿元，配套地
方财政资金 14.7亿元，撬动吸引社会资
金60亿元。

沿着承德市建龙矿业有限公司后
山拾级而上，便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果
园。几年前，这里还是尘土飞扬的排
土场。

“我们通过覆盖 30 厘米的黄土，在
排土场上种活了油葵等经济作物，周围
山上都栽上了核桃树、山楂树、苹果
树。”建龙矿业负责人才兴波介绍，几年
来，建龙矿业先后投资 960 万元对排土
场进行复垦、绿化。仅豆子沟排土场就
已复垦形成梯田式土地 400 余亩，栽植
核桃树、栗树、杏树等 2.8 万棵。目前，
已形成集种养、采摘、观光为一体的综
合性新农业区。

与建龙矿业一样，承德所有矿山企
业全力投入到矿山复垦披绿中，一处处
裸露的山体再次恢复了生机，长出了
新绿。

生态、经济双赢的发展之路

清晨，十余名慢跑爱好者在邯郸
市峰峰矿区由采煤沉陷区改造而成的
清泉公园跑步，尽享“矿区变景区”
之美。

清泉公园是滏阳河国家湿地公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面积 600 余亩，
有湖面、有林区，也是峰峰矿区北部
新城的中央公园。得益于采煤沉陷区
治理工程，经过防水防渗、覆土绿化、
生态修复等技术手段的综合治理，清泉
公园于 2017 年 9 月正式向市民免费
开放。

近年来，峰峰矿区共修复露天矿山
90处，建设 10余处生态湿地，基本形成

“一乡一湿地”格局。一时间，这些湿地
不仅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还吸引来
了白鹭、黑天鹅等动物。这些湿地增强
了城乡生态修复能力，优化了环境，为
全区 40个村庄 20余万群众提供了休闲
娱乐场所。

“我们要打造世界级矿山生态公
园。”推进矿山固废综合利用和采取“旅
游+”模式，是唐山迁安金岭矿山修复涉
及的两项主要内容。据介绍，该矿致力
于打造“中国矿山生态修复文化旅游目
的地”，建设农旅休闲产业区、山地极限
运动区和水上娱乐区等“六大分区”。
金岭矿山公园便是“旅游+”模式的典型
代表。

该矿山修复项目相关负责人跟笔
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他们在金岭矿山
公园入口的蔡园镇刘庄子村成立了农
业合作社，“合作社鼓励村民入股，按高
于市场价的标准对土地进行流转，还为
村民种植经济花木、发展民宿提供技术
支持、销售对接等服务。村民既能分合
作社的红，还能得土地和经营的利，有
了一条持续增收的路。”

金岭矿山修复项目是迁安发展生
态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迁安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把矿山生态环境修
复治理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推动

“矿山修复+”模式，宜耕则耕、宜林则
林、宜游则游，完成矿山修复绿化及复
垦土地近 3万亩，成功跻身 50个国家大
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

“既要经济发展‘高素质’，也要生
态环境‘高颜值’。”笔者从省自然资源
厅获悉，今年我省将矿山综合治理纳入
全省 6 个重点领域清理规范，持续强力
推进，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完成全部剩余
的 2682 处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综合
治理。今年计划完成2057处，明年计划
完成 625 处。截至 7 月 25 日，今年治理
任务已动工1452处，开工率70.6%。

绿了矿山 美了生活 赢了未来
——河北“治山”记

河北日报讯 （记者赵红梅 通讯
员李伟、赵世博） 金灿灿的谷穗儿压
弯了腰，枣强县王常乡郭吕木村村民
李长林心里乐开了花。8月20日，雨过
天晴，来到自己的谷子地，看到 11.5
亩谷子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李长林
高兴地说：“今年增产增收又不在话下
了。”

李长林之所以对增收把握十足，
是因为他们县建立了科研院所+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民四位一体的运行机
制，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六统一”
的托管订单种植模式，搭建了产供销
平台，农民种的谷子，龙头企业按当
年的市场价照单全收。

李长林算过一笔账：他有 11.5 亩
责任田，从前都是一年两季，一季小
麦一季玉米，实施轮作休耕后，只种
一 季 玉 米 ， 玉 米 亩 收 入 千 元 左 右 。
2019 年，他响应县里的号召开始改种
玉米为谷子，不仅少浇了1水，还亩增
收400多元，看今年谷子长势，增收又
不成问题。

枣强县地处黑龙港流域，被列入
地下水压采区后，休耕面积由 2014 年
的3万多亩增加到现在的6.93万亩。休
耕面积加大，如果农民还是按过去仅
仅种一季玉米，不但仍需要浇水 2至 3
次，收入还一般。如何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让农民在少浇水的同时，实现

增产增收？
经过调研，县农业部门和省农林

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取得联系，签
订了所县科技合作协议，建立起科技
合作项目，旱作所为农民提供结构调
整所需的节水优质高产谷子新品种，
并负责全程技术服务，同时，旱作所
还和县农业部门一起联合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探索建立了

“六统一”的托管订单种植模式，即统
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托管种植管理、统一收割、统一
收购。衡谷 36 号谷子种及配套生产所
需药品和微生物制剂亿生菌都由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统一提供，枣强县新

田园杂粮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托管种
植，统一调配播种机、打药队、收割
队等，订单由河北丰苑种业和河北祥
穗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收购，实现
了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

种什么、怎么种、谁来种、卖给
谁？这些农民关心的问题解决了。近
两年，枣强县谷子种植发展势头迅
猛，今秋在田面积近 5000 亩。枣强县
农业农村局技术站技术人员孙良忠介
绍，目前，全县种植的早熟谷子品种
衡谷 36号长势良好，9月初即可收获。
届时正值内蒙古、吉林、辽宁等春播
主产区谷子没有成熟上市的空白期，
谷子价格较高、效益较好，农民平均
亩增收400元左右。

省农科院旱作所培育的衡谷系列
品种具有抗旱、抗谷瘟、抗除草剂、早熟
广适、黏软、煮粥省火等特点。据不完
全统计，新品种已在衡水市各县（市、
区）推广种植 15 万亩左右，有力促进了
轮作休耕区域农民节本增收。

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四位一体

轮作休耕农民照样能增收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
立 通讯员靳帅）近日，在石家
庄海关所属京唐港海关的监督
下，16 瓶某品牌洗眼液在无害
化处理公司实施销毁。这是石
家庄海关首次针对跨境电商货
物实施的销毁行动。

日前，京唐港海关在进行
现场查验时，发现某电商企业
申报的洗眼液不属于《跨境电
子 商 务 零 售 进 口 商 品 清 单

（2019年版）》范围内商品，按照
规定，不能通过跨境电商网购
保税渠道进入国内。海关立即
要求电商平台下架该商品，并
实施退运处理。因疫情期间，
电商企业无法办理退运，企业
向海关申请进行销毁处理。为
此，京唐港海关指导企业制定
了销毁方案，盘点销毁货物明
细，并对装运、销毁实行全流程
监督。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市场监
管局发布通知，决定开展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2020年第二次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本次随机抽查时间为 8 月 24 日至 10 月 14
日，抽查检查事项涵盖直销行为检查、电子商务
经营行为监督检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食品生
产监督检查、计量监督检查、专利代理监督检
查、商标使用行为检查等 20 大类，占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76.9%，实现“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

为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监管相结合，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
性和靶向性，本次双随机抽查借助国家“互联
网+监管”平台推送给我省的企业信用风险分
级数据，结合全系统针对检查事项分类标注所
建立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分库，从各分库中按照
C、D、E 三个较高风险等级抽取检查对象。该
抽取方式既满足了对信用风险等级的要求，又
确保了对抽查领域的需求，实现了风险等级、检
查对象与抽查事项的统一，在减少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影响的同时，提高基层执法人员工作
效率，为今后全省建立健全企业信用风险差异
化随机抽查机制积累经验、提供参考。

本次抽查具有涉及的抽查事项多、依事项
设定的抽查比例差异大、涉及检查对象的类型
和范围广等特点，对深入推进我省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管理试点，建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有机结合机制有重
要促进作用。根据工作规范要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将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原则，
自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全省双随
机监管工作平台完成录入、审核，并公示抽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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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近日，省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
对《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核发等
涉及 15 个主项的 24 项政务服
务事项实行全程网办。根据规
定，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再
接收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纸质申
报资料。

按照要求，申请人应按照
省药监局在省政务服务网公开
的办事指南要求，登录河北省
政务服务网，通过用户注册、填
报申请信息及提交电子申请材
料进行网上申请，实时查询办
理进度和结果，并按要求在网
上提交补正材料、整改报告等
电子材料，同时对电子申请材
料和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有
效性负责。

省药监局依法对网上申请

进行审查，取消对申报材料中
证明文件的原件核对，改为网
络核查。申请提交的证照类申
报材料应是原件或者加盖企业
公章的复印件的电子材料，其
他的应是加盖企业公章的电子
材料。

省药监局通过网上审批系
统向申请人发出补正材料、受
理、不予受理等电子通知书，
申请人可自行打印。申请人在
系统提示审批结束后，可按照
审批结果公告要求，通过邮寄
送达或直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领取的方式领取办理结
果。其中，中药提取物备案等
6 项政务服务事项，登录企业
申报端查询打印电子结果，不
再发放纸质批准文件或备案
凭证。

省药监局取消24项政务
服务事项纸质申报资料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日
前，住建部公布 2020 年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
县（市、区）名单，我省遵化市、
邢台市任泽区成功入围。

据了解，在省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城市管理）部门申报基
础上，此次住建部共选出 41 个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县（市、区）。

这 41 个示范县 （市、区）
普遍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工作，均建立了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长效工作机制。现存所
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全部完成
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之外不存在非正规垃圾堆
放点。各类垃圾均得到妥善处
置或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覆盖
所有自然村组；除单独处置和
资源化利用部分外，其他农村
生 活 垃 圾 基 本 实 现 无 害 化
处理。

住建部公布2020年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

遵化市和邢台市任泽区入围

石家庄海关首次监督
销毁跨境电商货物

图为唐山迁安金岭矿山公园。 迁安金岭矿修复项目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