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深 州

市教育局、体育

局组织开展首届

轮滑公开赛暨全

民健身日体育展

示大会，活动现

场设置武术、广

场舞、健身操、轮

滑、舞蹈、篮球等

多个分区，吸引

来自深州及周边

县市1000多名体

育爱好者参加，

共计5000多人参

与，进一步推进

了全民健身生活

化。图为篮球区

现场。

高占峰 摄

近日，来自多所院校的学子积极参与到中国建

设银行“金智惠民—乡村振兴”学子暑期下乡实践

活动中。在衡水，大学生们把普惠金融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把实用技术和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温暖

送到贫困户心中。图为大学生们为贫困户学生辅

导功课。 张梅胜 摄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

孙艳雪 张静）今年以来，武邑县

以创建省级文明县城为契机，以

争创“洁净城市”为动力，坚持“产

城共建、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

展路径，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环卫清扫保洁、加强市容市

貌管理等，多措并举提升精细化、

标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整齐、

更干净、更有序。

加强领导，健全制度保障。

该县按照县城建设“洁、净、亮、

美”的工作思路，制订了《武邑县

创建河北省“洁净城市”工作实施

方案》，明确工作部门职责，提出

具体落实措施；完善创建工作考

核奖惩机制，强力推进县城精细

化管理。强化环卫清扫保洁，严

格落实“双五双十”和机扫、人工

清扫保洁新作业模式，添加冲刷

作业模式，对主干道实行每天定

时洗扫、冲刷，提升保洁质量。做

到洗扫作业不间断、人工保洁无

缝隙。抓好老旧小区环境整治提

升，加强居民社区日常清扫保洁

和垃圾收集运输管理。将推进城

乡环卫一体化作为十件民生实事

之一，城乡垃圾统一清运，做到垃

圾日产日清。

规范管理，强化督导量化。

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行动，强

化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治理，全面

取缔占道洗车，解决乱排污水、损

坏便道等影响环境卫生的问题。

加大治理马路市场力度，引导蔬

菜瓜果类摊点进店进场经营，拆

除违章棚亭，并加强巡查监管、严

防反弹。加强机动车停放管理，

在主城区医院、学校、商场等重点

部位，规划建设一批公共停车

场。全面整治规范各类户外广告

牌匾；全面治理沿街私自设置、一

门多牌、有碍观瞻的广告牌匾；按

照“一街一景观一特色”的原则，

抓好沿街门店牌匾的升级改造。

该县还定期组织由城管、公安、环

保、交警、工商等部门300人参加

的联合执法队伍，逐街逐路开展

大规模、高强度的集中治理，全面

封杀占道经营、油烟污染、卫生脏

乱差等问题，根治痼疾陋习、铁腕

树规立矩，有效净化空气质量。

多措并举，建立长效机制。

为实现城市常态化保洁，该县建

立长效机制，定期进行考核通报，

并将考评结果与班子实绩、干部

使用、文明单位评选、经费保障挂

钩。建立巡查问责机制，及时督

办整改发现的问题，对作业人员、

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等，在工作中

不按精细化管理规定履职尽责甚

至不作为、乱作为的，将严肃追究

责任，视情况予以通报批评、经济

处罚、解聘辞退等。同时，该县在

县城出入口、主次干道两侧等重

要位置高密度设置讲文明树新

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

公益广告，达到了“抬头可见、驻

足即观”的效果。他们还通过武

邑文明网、今日武邑、掌上武邑和

武邑住建公众号等及时发布洁净

城市创建动态，积极组织开展文

明社区、文明庭院等评选活动，营

造创城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武邑县以创建省级文明县城为契机，
以争创“洁净城市”为动力，制订了《武邑县创建河北
省“洁净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整
治行动，定期考核通报，多措并举提升精细化、标准
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整齐、更干净、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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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竞文 通讯员

樊加伟）今年以来，冀州区以争创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动力，以

提升城市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为

目标，深挖“滨湖近水、历史文化”

两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全

面打造魅力湖城新坐标。

健全旅游规划，明确文旅产

业发展定位。该区专门编制完成

了《冀州文旅产业集聚区概念规

划》《冀州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全

面打造旅游产业“新名片”。同

时，该区还紧紧依托衡水湖湿地

生态资源和古冀州文化资源，抓

住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振兴战

略等重大机遇，按照一核（衡水湖

湿地生态核）、一带（环衡水湖湿

地生态休闲带）、四区（湿地乡村

体验区、文化创意孵化区、森林生

态休闲区、休憩康养度假区）的空

间布局，着力构建生态休闲度假

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健康养

生游、文化休闲农业游等五大文

化生态旅游产业。

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产

业”特色景点。该区大力实施“旅

游+”战略，以特色文旅小镇建设

为抓手，充分挖掘旅游资源，加快

推进汉城墙遗址公园、汉墓文化

园、冀州往事文化街等文化旅游

项目，大幅提升全区旅游公共服

务水平，全面打造冀州旅游“特色

品牌”。目前，该区初步形成了生

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乡

村旅游等多种业态融合发展的新

局面。其中，位于岳良村的皇家

特色小镇，充分挖掘皇家文化、冯

太后文化、宗亲文化和后稷文化，

活化旅游产品，着力建设占地

500余亩的皇家文化旅游区；位

于双冢村的“汉风古韵小镇”，以

汉墓文化和汉赵王张耳的传说为

基础，加快建设环境整洁、设施配

套、田园风光、舒适宜居的美丽乡

村旅游“新景观”。

开展旅游推介，打造“文旅产

业”亮丽品牌。为全面提升冀州

文旅产业美誉度，该区持续开展

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千方百计吸

引八方游客来冀州旅游观光。在

旅游路线推介上，该区积极整合

冀州旅游资源，精心谋划精品旅

游线路，主动与中国诚通、中铁旅

等企业联系对接，推介冀州旅游，

发展旅游经济；在旅游形象宣传

上，该区与长城新媒体、北京969

电台合作，开展旅游宣传，并通过

举办田园棉民俗文化节等会展活

动，聚集冀州旅游人气和文化魅

力。同时，该区还积极参加各类

大型旅游推介会，全面推介冀州

旅游资源产品。在去年参加的第

三届文旅产业巅峰大会暨产业资

源链接博览会上，被获评为“十大

最具人气旅游目的地奖”。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张千）
2019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暨全

国马拉松锦标赛（衡水站）将于9

月22日上午7点30分在衡水湖

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届时将

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33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的2万名选手共同奔跑在美丽的

衡水湖畔。

据了解，为了让广大跑者拥

有更加优质的参赛体验，赛事组

委会对今年赛道进行了“去坡取

平”调整，将往年赛道31公里至

终点段调至东湖大道沿鹏程路

向东到纵一路向北至6公里左右

再折返回东湖大道向南。本届

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赛事设男、

女马拉松（42.195公里），男、女

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健

康跑（5公里）三个项目。其中，

全程马拉松6000人，半程马拉

松4000人，健康跑1万人。

此外，开幕式上将举行升国

旗、唱国歌仪式。组建“共和国追

梦人”方阵，赛前招募70名10月

1日出生或名叫“建国”“国庆”的

跑者，比赛当天与衡马跑者一同

向前奔跑，共同追梦。并对连续

5年参加衡马全程且完赛的跑

者，给予“持之以‘衡’”终身号码；

对连续8年参加衡马全程项目且

完赛的跑者，给予“持之以‘衡’”

终身号码及“衡马荣誉跑者”证

书。对今年跑出个人衡马历史最

佳成绩的全程跑者授予“衡马PB

名人”称号，并颁发证书、荣誉徽

章等。向跑者发放衡马专属观光

纪念门票，跑者可在赛前或赛后

凭号码布（门票）免费参观、游览

相关景点。

衡水承办第28届全国中学生
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李珊珊）近日，第28届全国中

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河北衡水中学、衡水第一

中学开幕。竞赛由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联合

主办，省生物学竞赛委员会、河北衡水中学、衡水第一

中学承办，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代表队

共240名选手参赛。

据悉，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一项重

要学科竞赛活动，其内容涉及教学、科研、交流、沟通

等方方面面，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还在促进生物学教学改革、发现优秀人才和

培养国家科技后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王勇猛）衡水

辖内银行业不断调整和优化信贷

结构，支持旅游产业化战略，推动

“文旅农”融合发展，实现全市旅

游业新突破。

支持重点旅游项目，打造城

市旅游名片。辖内银行业将支持

旅游业纳入总体业务发展战略，

突出对衡水湖景区、武强乡村音

乐年画游片区等重点旅游项目的

信贷供给。

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培育休

闲农业特色品牌。结合衡水农业

大市的实际情况，各银行业机构

以休闲农业龙头企业为抓手，支

持赏花经济、休闲旅游农业发展。

支持文旅融合发展，推动特

色文旅新业态。衡水历史文化底

蕴厚重，全市立足于打造文旅产

业，用好大儒之乡文化、九州之首

文化资源，谋划发展文旅项目。

本报讯（记者胡竞文 通讯员崔佳栋）近日，走进

饶阳县第二实验小学，阵阵悠扬的二胡声回响在校园

内，这是当地二胡爱好者在为该校600余名小学生教

授二胡演奏、普及民乐文化。

自6月份开始，饶阳县在第一实验小学、第二实验

小学及白池分校、饶阳县璐德艺术学校面向全社会开

展为期3个月的二胡演奏培训活动。培训教师汇聚了

众多艺术院校教师及二胡爱好者，为大众普及民乐文

化，教授二胡基础、理论知识及演奏技巧，并在其中选

拔优秀的学员参加9月份在当地举办的“2019把二胡

演奏挑战世界纪录”活动。据悉，“2019把二胡演奏

挑战世界纪录”活动是“2019中国·衡水‘乐动中国’

饶阳（国际）民族音乐大赛”众多系列活动之一，届时

活动将通过图文、视频的方式全网直播。

2019人齐聚饶阳
同奏二胡挑战世界纪录

衡水市桃城区税务局积极开展多渠道、多维

度的宣传辅导，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在减税

降费上做“减法”，深入企业和基层税务一线开展

“减税降费”大走访、大调研，确保企业涉税诉求

有处说、疑惑有人解、事项有人办。 常晓晴 摄

衡水银行业加大
旅游项目支持力度

饶阳王同岳镇推行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武邑多点发力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健全制度保障 强化督导量化 建立长效机制

冀州区文旅融合打造魅力湖城新坐标

近年来，安平县大子文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和林果经济，拓宽了村民的致富路。该镇北郝村

汉滨果园种植果树200亩，其中，素有“黄金蟠桃”

之称的蟠桃树30余亩，亩产量可达5000斤。图为

该果园农民正将摘下的“黄金蟠桃”装箱发货。

张佳 摄

衡水集中整治小作坊严把食品安全关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

员张书勃）为保障人民群众的食

品安全，治理食品小作坊存在的

突出食品安全问题，衡水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决定,从8月5日到

12月30日，开展食品小作坊专

项集中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集中整治重点查

处未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从事生产加工活动，经责令改正

后拒不改正的；生产加工禁止生

产加工的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

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使用变

质、过期、回收的原料加工生产

的；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

因不明畜禽兽肉类及其制品；取

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后，不能

持续保持生产加工条件，环境脏

乱，设施设备、工艺布局等不符

合要求；滥用或超范围、超剂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无标

签的预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此次集中整治要求食品小

作坊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公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从业人

员健康证明，接受社会监督。食

品小作坊应当有独立的生产加

工场所并保持清洁卫生，具备与

生产加工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设备设施，有相应的消毒、通

风、防腐、防尘等设备设施。

集中整治根据《河北省食品

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食品

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乳制品、速

冻食品、酒类、罐头、饮料、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

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果

冻、食品添加剂等产品,以及法

律、法规禁止生产加工的其他产

品。食品小作坊经营者要严格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河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守法经营，自觉

履行法定义务，承担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尚未办理《食品小作坊

登记证》的，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办理，逾期未取得的，应立即

停止生产加工。

集中整治行动欢迎社会各界

群众积极提供案件线索，对食品

小作坊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投诉举报电话：12315 。

本报讯（通讯员彭月）近日，衡水高新区手牵手协

会的爱心志愿者们为该区苏正办事处安夏寨村的学

生安珺哲送来了1万余元的助学金。

据悉，今年安珺哲同学参加高考，以623分的优

异成绩被苏州大学录取，但因为其家庭贫困，高额的

学费让一家人愁眉不展。高新区手牵手协会及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发出捐资助学倡议，让这位贫困学子梦

圆大学，仅仅10余天的时间就为孩子筹集助学资金

11160元。衡水高新区手牵手协会是经高新区管委

会于2019年7月9日正式批准成立的社会公益群团

组织，是一个新发起的社会爱心组织，服务宗旨是扶

困助老、面向社会，服务于弱势群体。

高新区志愿者
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2019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9月22日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段培姿 王喜
莹）今年以来，饶阳县王同岳镇人

大代表之家充分发挥平台功能，

调动全镇66名人大代表积极性，

传党情，听民声，了解百姓需求，

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今年，针对人居环境改善，该

镇人大代表深入选区宣讲15次，

联系选民268次。积极引导群众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来，

大力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

制，使人居环境从“典型示范”迈

向“全覆盖”，最终票决出厕所改

造、打造花园村庄、坑塘整治等

10件民生实事。镇政府人大代

表主动对民生项目跟踪视察，助

推民生实事项目办实办好。在坑

塘整治工作中，坚持一坑一特色，

一坑一景观，全镇共整治坑塘52

座，其中景观化坑塘13座，推进

全镇人居环境提档升级。结合

人居环境整治，将全镇 25个村

的 300余处空闲宅基地合理规

划，宜林则林、宜花则花、宜草则

草，建成菜园、果园、花园、公园，

300处残垣断壁华丽变身为300

处景观花园、憩园，打造了崔口、

张口、杨口、路同岳、北京堂等10

个“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绿化

精品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