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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答卷

我市 17 名军嫂入选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树营

以服务大局为着眼点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受理案件 8759 件，审结 8125 件，
结 案 率 92.76% ， 员 额 法 官 人 均 结 案
280 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受理刑事案件 271 件，审结 269 件，结
案率 99.26%。香河县法院始终站在讲
政治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
涉黑恶案件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改革紧密结合，实现快审、快
判；对审结的案件全面排查涉黑恶势
力犯罪线索及“保护伞”线索；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实现全覆盖，
制作发放明白纸、口袋书，发动并引
导群众主动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来。受理审结涉恶案件 8 件，判处
罪犯 36 人。适用“3+4”大陪审模式
公开审理郑某、李某等非法拘禁、故
意伤害、毁坏财物、寻衅滋事、强迫
交易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保障县域经济发展坚实有力。受

理民商事案件 5094 件，审结 4899 件， 立 打 赢 “ 精 准 执 行 ” 攻 坚 战 领 导 小
结案率 96.17%。全面贯彻平等保护不
组，县委主要领导任总指挥，召开执
同所有制主体要求，审结合同纠纷
行联动联席推进会，各职能部门协同
2200 件，推动形成平等有序、充满活
配合；县“两办”出台打赢精准执行
力 的 营 商 环 境 ； 审 结 家 事 纠 纷 652
攻坚战和联合惩戒实施意见，基本形
件，营造和睦、健康的家庭关系和社
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法委协
会关系；妥善处理重大项目推进过程
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各界参与
中的涉案纠纷，开设绿色通道，审结
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
某房地产公司诉某村委会、王某房屋
营造雷霆之势。建设高标准执行
拆迁安置补偿案及其他商品房买卖、
指挥中心，全面实现指挥中心自动查
物业服务等涉房地产案件 540 余件 ， 询、冻结功能，确保被执行人银行存
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健康发展。
款、房产、车辆等“一网打尽”。开展
助推政府法治建设平稳运行。坚
“燕赵利剑”专项行动，对有能力履行
持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保
而逃避执行的“老赖”挥“重拳”，组
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重，受理行
织集中执行 49 次，拘留 56 人次，拘传
政案件 45 件，审结 45 件；受理非诉行
120 人次，罚款 8 万元，查询工商、房
政执行案件 264 件，全部执结，为全
产、车辆等信息 4 万余次，冻结资金
县“两违”整治提供优质法律保障； 近 3 亿元，查封不动产资产近 4 亿元；
建立健全与行政机关良性互动机制， 强化联合惩戒机制，1032 名被执行人
加强沟通交流，开展业务指导，邀请
被纳入失信名单，121 人嵌入行政审批
执法人员观摩庭审 200 余人次，提升
平台，实现行政审批、投资置业限
依法行政意识，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制；移送 1 件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案，
维护司法权威。
以基本解决执行难为重心
奏响攻坚之歌。邀请数名人大代
推动诚信香河建设
表、政协委员深入一线见证执行。在
举全院全员之力，向执行难宣
县电视台、《新香河》 及新城广场等大
战。受理执行案件 2957 件，执结 2520
屏幕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中国
件，执结率 85.22%，“基本解决执行
法院网等媒体刊发多篇向“老赖”亮
难”第三方评估 “四项核心指标”全
剑为主题的文章；联合县检察院、公
部达标。
安局发布惩治拒执罪通告，并在全县
凝聚千钧之力。“基本解决执行
400 余个村街、社区张贴；拍摄微电影
难”工作得到了香河县党政领导高度
《执行内外》，在最高院、省高院微电
重视和全力支持。县委常委会专题听
影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奖，增进社会
取“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汇报；成
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动力
提升办案质效
全面推进司法改革措施落地生
根，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优化资源配置。完成法官单独序
列职务套改、三大类人员分类管理，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等改革举措，
设置审判团队 25 个，遴选优秀法官担
任合议庭主审法官，确保员额法官、
法官助理、书记员权责清晰，办案质
效稳步提升。
落实司法责任制。制定 《审判权
力责任清单》《院庭长办理案件暂行规
定》 等 制 度 ， 在 繁 简 分 流 、 简 案 快
审、类案同审、繁案精审等工作上下
功夫，坚持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
难案件，逐级压实责任，发挥示范效
应。
深化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确保陪审员制度改革
试点在良性轨道上发展。全县 164 名
人民陪审员参审、调解案件 210 件 350
人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员参审率
100%，推进了司法民主。推行“2+
3”“3+4”大陪审模式，打造陪审员
制度改革的“香河模式”。受邀参加由
全国人大组织的 《人民陪审员法 （草
案）》 评估会、最高院主办的中英陪
审员制度研讨会，并做典型发言。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争创司法服务品牌
坚持把司法为民理念体现在司法

三河市职教中心通过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校”
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丽娜 薄攀峰）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建设计划”第三批项目学校验收结果
的通知》，三河市职教中心顺利通过验
收，正式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学校”。
三河市职教中心自 2013 年正式启
动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创
建工作，项目总投入 2506.46 万元。示
范校创建过程中，三河市职教中心以数
控技术应用、焊接技术应用、学前教
育、建筑装饰四个专业为重点建设专
业，以社会培训服务、校内生产性实习
培训基地建设为特色项目，在办学模
式、内部管理、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
革、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大胆创新和探索实
践，逐步构建起“专业+公司”办学模
式、“三模块六阶段”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和“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理实一
体”教学模式，搭建起了“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形成了重过程、
重发展、重激励的学生多元评价体系。
通过示范校创建工作，三河市职教
中心校园内部管理运行机制进一步健
全，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校企合作进一
步深化，双师型教师比例明显提升，学
校办学综合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高，示范和辐射
带动作用效果愈加明显，圆满完成了各
项建设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

办案的每一个细节，充分展示人民法
院和法官良好形象。
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加强诉
讼服务中心窗口建设，推行诉讼引
导、立案查询、网上立案缴费等“一
站式”服务；加大对困难群众司法救
助力度，缓减免诉讼费近 60 万元，司
法救助 200 余万元；推行律师、调解
员进驻法院参与调解新模式，减轻当
事人诉累。
维稳防控成效显著。开展“送法
进企业”活动，了解企业司法需求；
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选择典型
案件就地开庭、巡回审判，实现“审
理一案、教育一片”；多措并举，畅通
信访监督渠道，健全责任制，明确责
任主体，共接访当事人 232 人次，化
解信访案件 57 件，实现积案基本化
解、新的信访案逐渐减少。
多元化解机制无缝衔接。以创建
无诉讼乡镇、村街为抓手，签署 《无
诉 讼 乡 镇 村 街 共 建 协 议》， 形 成 庭 、
站、点、员“四位一体”便民网络；
深化诉调对接，构建以法庭为中心，
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协同参与的“1+N”多元纠纷化解机
制，凝聚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
调 解 合 力 ， 共 诉 前 化 解 案 件 400 余
件，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将不忘初心、忠诚履职、有
为担当，为创建美丽幸福新香河提供
优质司法保障。”香河县法院院长刘君
掷地有声地说。

我们的节日

节

固安节日期间
大棚收获忙
春节期间，固安县境内的众多农业种植合作社
内，当地农户忙着采摘成熟的蔬菜瓜果，准备销往
北京、天津等周边城市市场。
近年来，固安县利用毗邻京津的地域优势，发
展具有区域特色的设施农业，引进新品高端蔬菜瓜
果，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提高果蔬种植水
平和种植质量，使其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集群
化发展。图为在固安县渠沟乡周家务村“卡尔叔
叔”幸福农场，社员正搬运采摘的青椒。
本报通讯员 门丛硕 摄

香河县淑阳镇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送温暖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张丽娜 通讯员 罗
燕 刘乐） 春节前夕，为让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过上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香河县
淑阳镇卫计办、计生协组织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到周文甫、吴学良等 16 户家庭开展了
生育关怀春节慰问活动。
每到一户，工作人员和村街干部与他

青岛啤酒（廊坊）有限公司
老厂拟处置报废资产
（设备类）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 14 时在廊坊市东
日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青岛啤酒（廊坊）有限公司老厂区内现有部分报废资产
中的设备类（详见清单），清单中所列设备名称及数量仅供
参考、移交时以实际清点为准。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标的
种类及数量的缺失责任。
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18 日 16 时止。
展示时间：
2019 年 2 月 17~18 日。
展示地点：
标的所在地。
报名要求：意向人或其委托的相关单位必须具有设备
拆除经营范围和具有道路运输许可证。
报名手续：意向人应提交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证、
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
份证等相关证件、如联合竞拍需提交联合体协议（原件查
验、复印件一份加盖法人单位公章）进行报名。
报名费用：
拍卖文件 500 元/份。
意向人持有效证件到廊坊市东日发展大厦四楼办理竞
买手续。
联系电话：
13582666001
河北亿嘉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2 日

们进行亲切的交谈，询问他们在生产、生
活上遇到的问题，向他们征求服务建议和
意见，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宣传
党的卫生健康好政策，增强他们创造美好
生活的信心。志愿者们还拿起扫帚、抹布
为他们打扫卫生、擦玻璃，和他们一起贴
福字、贴窗花、聊家常，其乐融融。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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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共筑钢铁长城·
寻找最美军嫂”
评选揭晓

——香河县法院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春节前夕，在香河县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香河县法
院工作报告用一个个详实的数据、一
项项亮点工作，交出了 2018 年一份沉
甸甸的司法答卷。该院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和“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行动，全面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
工作实现新发展，司法改革、文化建
设等步入全省先进，荣立集体二等
功。

社科
新闻

温馨的关怀、一份浓浓的心意，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感受到这个和谐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
小康路上关怀相伴，幸福生活健康随
行，在此次活动中，共发放各类健康宣传
品 30 余份，确保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群过
上一个祥和、健康、快乐的春节。

本报讯 （记者 吕新颖） 昂首迈进
新时代，共筑钢铁新长城。日前，由人
民出版社、环球网、中国青年网主办，
军嫂网、中国安全食品推广办公室承办
的第二届“共筑钢铁长城·寻找最美军
嫂”风采展示盛典在白沟新城隆重举
办。我市 17 名军嫂入选：吴秀娟荣获
“荣耀最美军嫂”称号；武光俊、吕新
颖、李园园、卢彤、潘月、邱丽颖、孙
爽、田清清、王文燕、王萱、杨利、张
海玲、朱亚莉、田婷婷、刘焕弟、王芳
芳 16 人荣获“最美军嫂”称号。
据了解， 举办“共筑钢铁长城·
寻找最美军嫂”活动，旨在真实记录军
嫂们平凡而不平庸的生活，反映军嫂们
温柔而又坚强的家国情怀，展示军嫂们
甘于奉献、勇挑重担的优秀品质，善良
忠贞、乐观自信的人格魅力，进而呼吁
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关心国
防事业。
在风采展示盛典现场，组委会收到
了来自新疆、吉林、海南、西藏等边防
哨所以及来自海军、火箭军、空军、武
警等部队官兵发来的祝福视频，同时也
收到了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发来
的祝福，他们祝福“最美军嫂”盛典活
动取得成功，祝福全国军嫂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一段段祝福画面，激情震
荡，现场的军嫂和观众也受到了感染，
很多人流下激动的泪水。
“军嫂宣言”拉开了本次“最美军
嫂”风采展示盛典的序幕，5 名“最美
军嫂”代表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来自
我市的“荣耀军嫂”吴秀娟，热心助学
十几年，到目前，带动的爱心人士和志
愿者超过两百人，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
百余人，筹集助学资金五十多万元，各
类爱心物资价值超过百万元，受益贫困
学生两千多人次。在随后的演出中，军
嫂们观看了歌曲、相声、魔术等。
“虽然我是一名军嫂，但是看了其
她军嫂们的事迹还是很受感动，她们以
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国与家、得与失、苦
与乐的理解，展现了新时期军人家属爱
国奉献的精神风貌。今后的日子里，我
要以她们为榜样，继续做好丈夫的坚强
后盾，因为他们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
保家卫国。
”“最美军嫂”武光俊说。
“此次受到表彰的‘最美军嫂’只
是军嫂中的一部分代表，她们身上展现
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军嫂的楷
模。”军嫂网总裁何飞燕表示，军嫂网
从 2018 年 6 月全力投入到寻找“最美军
嫂”的活动中。众多军嫂热烈响应、积
极参与，活动组委会在全国 10 多万名
被推荐和自愿报名的军嫂中“美中选
美”， 并通过网络公示。根据投票结
果，结合专家、学者综合评定意见，最
终确定了 20 名“荣耀军嫂”和 100 名
“最美军嫂”
。今后，军嫂网将从支持国
防建设的高度出发，把双拥工作作为一
件大事来做，形成富有特色、卓有成效
的双拥工作局面。

注销公告
经研究决定，廊坊睿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31001MA08CT0M9K）拟申请注
销，并已进行清算组备案，请相关债权人及时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廊坊睿泽商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2 日

河北爱德斯蒂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及《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的相关要求，对“河北
爱德斯蒂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项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对
建设内容的分析，以及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评价，使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项目的建设情况，并以此获
取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议，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
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河北爱德斯蒂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
化项目
建设地点：霸州市东段乡石家堡（河北爱德斯蒂尔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内）
建设性质：
技改项目
投资金额：
358 万元
建设规模：建设一栋污泥资源化车间，建筑面积 1000m2。
新增污泥资源化生产设备 1 套及附属设备污泥池、反应釜、
水罐、水泵、压滤机等设备 28 台（套）。
二、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环保措施概述
1、废气
酸浸釜与酸浸压滤机挥发产生的氯化氢，收集后经碱液
吸收塔处理后通过 1 根 16m 高排气筒排放。
2、废水

主要包括污泥化浆洗涤产生的废水、
废气吸收塔循环碱液
排水、
设备及地面冲洗水，
排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
3、噪声
主要噪声源为反应釜、水泵、压滤机、风机等设备运行时
产生的噪声，项目在选用噪声较小的新型设备基础上，将生
产设备尽量安置在厂房内，并对设备进行基础减振、安装消
声器等隔声、降噪措施。通过以上降噪措施能大幅降低噪声，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为污泥压滤产生的滤渣，于厂内危险
废物暂存间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较大影响。
三、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本次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先
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采取了完善的环保治理措施和资
源综合利用措施，最大程度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符合清洁
生产的要求。通过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在环保方面可行。
四、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此次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
单位职工以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众。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有：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
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征求范围内。
五、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河北爱德斯蒂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为：http://www.
qjsteel.com；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连 接 为 http://www.qjsteel.
com，
公众可自行查看。
六、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时间
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将意见和建议
与环保部门、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联系。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和政府环保部门反映。
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
七、
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河北爱德斯蒂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霸州市东段乡石家堡村
邮编：065700
联系人：马明
电话：18103262876
八、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河北汇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海龙
联系电话：
15383735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