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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近日，安次区落垡镇中心小学联合落垡镇固废处理企业举办了“美丽廊坊·
我是行动者”主题活动。

主持人通过播放视频、互动提问及垃圾分类知识竞赛、情景舞台剧表演等，
让同学们了解垃圾分类的概念、意义及方法。

本报记者 张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艳芳）近日，记者从
国家统计局廊坊调查队获悉，我市11月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1.2%，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0.3%，涨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

11月份，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0.2%，生活
资料价格同比上涨6.2%；重工业产品出
厂价格同比下降0.2%，轻工业产品出厂
价格同比上涨4.9%。

在调查的 30 个行业大类中，13 个
行业大类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上涨
幅度较大的为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其他制造业，同比分别上涨 14.0%、
13.5%、3.5%。13个行业大类产品出厂价
格不同程度下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降幅居前三位，同比分别下降
4.7%、4.5%、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4 个行业
大类同比持平。

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
资料价格环比持平，生活资料价格环比
上涨 1.2%，重工业产品环比持平，轻工
业产品环比上涨1.2%。

在调查的30个行业大类中，8个行
业大类产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农副食
品加工业涨幅最大，上涨 3.2%；其次是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 1.7%；第三是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上
涨 0.7%；第四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上涨0.7%。

11 个行业大类产品出厂价格环比
不同程度下降：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下降
1.3%，降幅居第一位；家具制造业下降
0.8%，降幅居第二位；酒、饮料及精制茶
制造业环比下降 0.8%，降幅居第三位；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环比下降
0.7%，降幅居第四位。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纺织服装
及服饰业、纺织业等11个行业大类产品
出厂价格环比持平。

我市集中打击
非法开办贩卖“两卡”行为
破获电信诈骗案473起 冻结涉案资金1.58亿元

美丽廊坊 我在行动

我市11月份PPI同比持续上涨

本报讯 （记者 张欢） 厕所虽小，
谁也离不了，它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
着文明。今年以来，安次区把“厕所革
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
作，紧紧围绕打造特色美丽乡村目标扎
实推进，让厕所这“天大的小事”，从
民生短板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的助
力跳板。

近日，记者走进落垡镇苏庄村无害
化厕所改造施工现场，小型合力叉车正
把水泥化粪池吊入土坑中，挖掘机在一
旁待命，准备进行填土作业。

看到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村民
苏荣生心生感慨，“老式农村厕所气味
不好，影响环境。改造后的厕所既美观
又卫生，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

苏荣生口中所说的“厕所革命”是
安次区今年强力推进的民生工程之一。

“三创四建”活动开展以来，安次
区紧紧围绕城乡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全方位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出行
环境、发展环境和民生保障水平，加快
构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区财政专门列支 2.3 亿元，完成
“大棚房”拆除任务，清理违法占地、

拆除违章建筑75万平方米。在37个村
街因地制宜建设小菜园、小果园。狠
抓村容提升向村外延伸、主街环境整
治向田间地头拓展，对全区 28 万亩农
田实施机械化深耕还田，美化农村风
貌。

筹集资金 3500 万元，建立农村垃
圾清运一体化系统，实现农村垃圾全
方位常态清扫、全过程封闭转运、全
类别无害化处理，彻底解决垃圾围
村、垃圾搬家问题。推行农村环卫市
场化运营，对规划区外 6 个乡镇、212
个村街常态化清扫保洁，将建筑垃
圾、高速高铁及公路沿线、河道垃圾
纳入治理范围，实现节本增效，改善
了农村人居环境。

累计投入5.04亿元，实施廊新线新
建、龙河桥改造等 35 项工程，提标改
造村道298.2公里，基本形成“九横四
纵”路网格局。委托北京交通大学编制

《城乡公交线网设计方案》，完成公交场
站选址，力争年内通车运行。

大力推进路长制，完成 37 公里
“安次美丽公路”路网规划，重点打造
杨尹线、落禅线等7条美丽公路，国槐

大道成为全市绿化样板工程，第什里、
御龙河等美丽乡村和旅游景点“串珠成
链”，加速形成畅安舒美的交通出行环
境。

年内计划建设 5G 基站 318 座，目
前已完成安装201座、运行153座，强
势推动 5G 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运用，为高质量
建成小康社会增添科技力量支撑。

加大城乡电网建设投入力度，新建
220千伏、110千伏变电站4座，新增变
压器49台、输电线路66公里，全区乡
村电网覆盖面、供电可靠率显著提高，
打通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

抢抓南水北调和白洋淀流域生态保
护机遇，科学推进补水蓄水、错峰调
水，实施中水回用、引蓄水、乡镇调水
三大工程，充分利用引江水和再生水向
新老龙河、丰收渠、胜利支渠等河渠实
施补水，有效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借
势永定河生态补水，蓄积流域水量
2250 万立方米。采取 PPP 模式，投资
4.05亿元，建设南北两座地表水厂，连
通农村水厂68.6公里输水管线，从根本
上解决农村供水不足问题。

组建以区医院、乡镇(街道)卫生院
（中心）、村街 （社区） 卫生服务室
（站） 为核心的医联体，推动优质医疗
力量下沉服务。

区级财政投入500万元设立社会救
助基金，对低保户、孤儿及低收入家庭
进行临时救助。出台《加强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意见》，对 419 名留守儿童跟踪
帮扶。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 66 个、居
家养老服务站 36 个，城乡养老服务质
量进一步提升。

投入4.1亿元，实施中小学校建设
项目 169 项，总建筑面积 20.4 万平方
米，农村公立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开展

“名师送课”下乡活动，推行学校营养
改善计划，惠及 7 个学区、55 所中小
学、1.75万人。

区级财政投入 8300 万元，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健全公共文化网络，各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街社区文化服
务中心免费向群众开放。年内开工建设
总投资3亿元的安次区文化中心，进一
步扩充居民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文化惠
民“七进”演出319场，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越发丰富。

安次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聚力发力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将于2020年12月

31日在大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对

大城县新华东街北侧、门牌号81号、83号门店五

年承租使用权依法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或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到大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并将竞买保证金（1万元整）

付至本公司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以报名截止

时间前银行到账为准）。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 16 时 30

分，标的物预展时间请与廊坊衡立拍卖有限公

司联系统一预展。

联系人：王先生 13292616572

廊坊衡立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于非菲将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英
国宫2.7期孔雀新城观景园0005031701室定金收据（收据号：
0155529，金额：5000元）和首付款收据（收据号：0164130，金
额：483374元）丢失，声明作废。

蔡岭将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孔雀
新城尚景园0016021502室车位收据（收据号：0074282，金额：
6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王昆将康桥英郡·约克郡一期26号楼一单元902室房收
据（收据金额：260000元，收据日期：2011年12月20日）丢失，
声明作废。

黄立争将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阳光新
城限价商品住宅小区1幢2单元1501的房产证工本费收据
（收据编号：0104671，金额：160元）丢失，声明作废。

程彦洪退役军人优待证（F22004377号）丢失，声明作废。
王 海 军 将 车 牌 号 为 冀 RTU960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001210709号）丢失，声明作废。
香河家具城宁津宏达家具销售处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131024600205903）丢失，声明作废。
于梦溪将购买荣盛华府 10-1-601 的契税收据（编号：

0007275，金额：80191元，开具日期：2013年8月21日）丢失，
声明作废。

于梦溪将购买荣盛华府10-1-601的地下室收据（编号：
0007274，金额：29652元，开具日期：2013年8月21日）丢失，
声明作废。

于梦溪将购买荣盛华府10-1-601的首付款收据（编号：
0010189，金额：1200644元，开具日期：2013年10月12日）丢
失，声明作废。

廊坊市昌拓印刷有限公司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谢水珍（身份证号：362428198805252722）将固安县悦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的 固 安 悦 城 广 场 一 期
0009011401 号房屋网签合同（合同号：20180118019）丢失，
特此声明。

李晓军将河北省行政执法证（证号：R310100174）丢失，
声明作废。

赵广林将退伍军人优待证（证号：F22014030）丢失，声明
作废。

常云侠将廊坊市城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租
押金收据（编号：0930800，金额：7974元）丢失，声明作废。

邵勤颖之子将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
的北京市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发票号码：0003825469，金额：
10326.36元）丢失，声明作废。

薛珍将固安县盛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楠石雅居东区
3-2-1003室房款收据（收据号码：0179117，金额：10000元）
丢失，声明作废。

杨淑芬（身份证号：132827194708012561）将霸州市准购
证（证号：20180205007）丢失，声明作废。

廊坊市镇东林源商贸有限公司将三河市兴达超市有限
公司开具的保证金2500元、质保金2500元收款收据（收据号
码：NO：chs016618，开据日期：2016年6月16日）丢失，声明
作废。

廊坊市镇东林源商贸有限公司将三河市兴达商贸有限
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款收据（收据号码：NO：shm020465，金
额：5000.00元，开据日期：2016年6月16日）丢失，声明作废。

张兵身份证（511224198204072575号）丢失，声明作废。
车主（大厂县邵府镇双臼村）王永平将车牌号冀R81026

（黄）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131028303944）
丢失，声明作废。

韩蕊（身份证号：140402198311130024）将购买天津武清
翡翠蓝湾 5-2-202 的装修押金收据（编号：0928852，金额：
1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张凯将从业资格证（1310010080015013282 号）丢失，声
明作废。

廊坊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众瑞招标代理公司开具
的 LFZR-2019-X060 项目保证金收据（编号：0081017，金
额：2000元，开具日期：2020年1月2日）丢失，声明作废。

马竞婧就业失业登记证（1310030014000930号）丢失，声
明作废。

何千京将车牌号为冀RE9693（黄色）的道路运输证（廊
131026003908号）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天利基业商贸有限公司将三河市兴达超市有限公
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据（编号：NO:chs016801，金额：5000元）丢
失，声明作废。

北京天利基业商贸有限公司将三河市兴达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据（编号：NO:shm020372，金额：5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孟祥利将霸州市购房资格证明（编号：20191025017）丢
失，声明作废。

刘海峰将身份证（证号：131081198004100012）丢失，声
明作废。

廊坊市安次区永华东道蕴味鸭货店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92131002MA0CRWFT5A号）丢失，声明作废。

宋振涛身份证（131002198109022019号）丢失，声明作废。
宋振涛驾驶证（131002198109022019号）丢失，声明作废。
固安县渠沟乡咱家大骨头馆将食品卫生许可证正副本

（JY21310220000420号）丢失，声明作废。
赵晶 11 月 27 日将身份证（231025196612015421 号）丢

失，声明作废。

12月10日下午，廊坊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赴永清县三圣口乡商武庄村开展
义诊和健康咨询活动。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健康指导，引导大家养成良好
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本报记者 马颖劼 本报通讯员 李丹 摄

近日，安次区东沽港镇卫生院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38名爱心人士献血15000毫升。

本报记者 马颖劼 本报通讯员 高慧娟 摄

市中医医院下乡义诊送医送药送关爱

东沽港镇

38人无偿献血
15000毫升

公安民警进医院进行防范网络诈骗宣传公安民警进医院进行防范网络诈骗宣传。。

本报讯（记者 贾树敏）前不久，广阳
公安分局接受害人陈某报警，称近期有
人通过微信添加其为好友，经过聊天两
人逐渐熟悉起来，该微信网友以投资项
目的名义诈骗其73万元后失去联系。办
案民警以此微信虚拟身份为突破口，深
挖细查，耐心摸排，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的真实身份，在福州将四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

近些年，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给人民
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今年以来，
我市持续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

“两卡”（手机卡、银行卡）行动。
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市通信办

携手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就
涉案线索落查、规范开卡流程、协同开展
预警及防范宣传等进行沟通并确定合作
模式。9 月，人民银行廊坊支行、市公安
局、市银保监局、市外汇管理局联合发
文，开展为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违规活
动提供支付结算服务风险排查与整治工

作。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还与人民银
行廊坊支行就严控违规开立银行对公账
户进行了深入沟通合作。

我市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铲
除“两卡”黑灰产业。人民银行廊坊支行、
市通信办按照“谁开卡、谁负责”的原则，
加强治理、堵塞漏洞，从“两卡”源头上加
强监管。对开办涉案“两卡”较多的网点
约谈问责，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公安机
关认定的出租、出售、出借、购买银行账
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
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
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
人，实施惩戒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截至目前，全市共破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47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47名，
冻结涉案资金 1.58 亿元。10 月份以来，
我市部署开展“压发案、多破案、促整治、
夯基础”专项会战和“断卡”行动，10月、
11 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数环比下
降46.24%，“断卡”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