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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新区税务局
精准发力筑牢廉政防线

沧州渤海新区税务局从氛围养“廉”、科技助“廉”、制度
守“廉”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
发展，精心打造以廉政为主题的文化走廊，通过通俗易懂的
图文和漫画让干部职工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汲取廉政文
化力量；打造数字化廉政教育基地，干部职工通过VR端、
PC端、手机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浏览学习，参与廉政测试，
分享心得体会；紧盯重要节点，通过节日廉政提醒、签订承
诺书等形式强化节日治理，严防“节日病”发生，着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坚强防
线。 （张宝德 董瑞忠）

丰南区税务局
高效推进居民医保征缴

面对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时间较短、
参保人数较多、政策变化较大等情况，唐山丰南区税务局快
速反应，强化培训辅导，高效精准施策，对全区所有村组进
行动员督导，对征缴新定政策变化、征缴方式、缴费流程等
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质量
创造了较好征缴环境，大大增强了缴费人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 （王娜）

井陉矿区城管执法局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为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近日，井陉矿区城管执法局召开了“美丽街区”“精品街
道”创建工作部署会。

会上，主要针对如何打造繁荣、舒适、美丽的城市环境，
如何以最佳的城市容貌、最美的城市形象来完成创建工作
作了重点介绍，并围绕各类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督促
指导、日常巡查等措施，促使创建工作顺利扎实推进。具体
执行上，把重心向“精品街道”和“美丽街区”创建区域倾斜，
不断加大“门前三包”、道路清扫保洁以及公园广场的提升
整治力度，持续为创建“精品街道”“美丽街区”增光添彩。

（苏雪煜）“我们是一家出口企业，‘十
三五’期间是飞速发展的时期，
减税降费无疑是重磅利好消
息。”定州东方铸造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志涛说，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产量有所下跌，但是国家出
台减税政策后,享受到167.7万
元税收减免。

今年疫情发生后，面临物流
运输受限等困难，定州市税务局
第一时间与其对接，无纸化办理

出口退税，截至目前享受出口退
税2019.96万元，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资金压力。

据统计，1-9月，全市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2.84亿元，在搞活企
业经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
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6月份，我省“最多跑一
次”办税事项拓展到175项。该
局持续推广落实办税事项“最多
跑一次”办税清单，全面提高纳税

服务质效，加强导税人员纳税服
务水平。导税人员为纳税人提供
业务咨询、申报辅导和事前预审
等服务，帮助纳税人提前审核、备
齐资料，推动窗口工作高效展开。

疫情期间，税务部门创新开
通了“邮寄发票”业务，提供“非
接触式”办税服务。截至目前，
通过网上申领发票方式，共为
938户纳税人发放23447份发
票。 (王亚娟）

近日，临西县税务

局分成6个小组，对全县

330 余家企业开展为期

两周的“入企业、问需求、

促服务”活动。图为工

作人员在河北卡玛液压

机械有限公司实地了解

产品销售情况，并现场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困难。

张文光 摄

基层动态

近日，邢台市生态环境
局宁晋县分局以专题培训形
式，组织凤凰镇重点排污企
业认真学习《新固废法》，并
通过实际案例阐述固体废物

对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造成的危害，督促企业主动
承担主体责任，按照新的要
求加强固废危废的规范化管
理，坚持守法经营。 （解强）

清河县税务局
加强居民医保及护理险征缴培训

近日，清河县税务局联合葛仙庄镇召开2021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集中征缴培训会，就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征缴途径与方式进行
了讲解，并对2021年缴费标准变化、参保缴费方式等问题
做出集中解答。此次培训会共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全
镇75个村、社区业务经办人员参加了会议。 （吕铭）

赤城县税务局
三举措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赤城县税务局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出三项举措
助力纳税人享受税收红利。重宣传，以日常工作组为单位
组建减税降费宣传分队，上门为企业开展辅导，通过微信、
视频、电话等多种形式解决纳税人的涉税问题；重学习，组
织分局干部对组织收入原则和减税降费政策进行深度学
习，确保干部掌握税收政策精准到位；重落实，进一步巩固
重点纳税人联系制度，定期与企业核实更新，确保各项政策
落实落细落到位。 （王珂舒）

定州市税务局

近日，平乡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针对全县学生，开
展了一次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调查，全面掌握了
不同年龄段学生视力不良、
肥胖等主要常见病情况和影
响健康的第一手材料。据介

绍，此次监测调查工作由平
乡县疾控中心和该县教育部
门联合开展，通过健康检查，
为广大学生提供学习生活中
的一些注意事项，并为正确
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提
供了科学依据。 （李肖辉）

近期，省重点工作大督查、
省安委办集中督导执法检查发
现一批突出问题隐患，现予以
公开曝光。

石家庄英利奥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未经企业主管领导审
批，擅自动火作业。石家庄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1#宿舍楼疏
散通道锁闭；办公楼电梯未按
规定检验检测。

承德新源矿业有限公司
Fe-1露天采场，露天采场安全
管理混乱，456作业平台、467作
业平台及采区内多处安全平台
矿岩随意堆放，局部形成孤岛；
467平台破碎站处于露天采场
爆破危险区范围内。承德平泉
广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场
东北侧清扫平台、安全平台被

剥离废石掩埋；720水平台阶坡
面局部有浮石，存在滑坡危险。

张家口市赤城县银达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选厂车间西北侧
一施工作业点现场工人高空作
业，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尾矿库危险地段未设置醒目的
安全警示标志，所有作业点无足
够的照明和视频监控。张家口
市沽源县综合文化展馆建设工
程项目，脚手架未按规定搭设安
全平网、立网等；施工现场大部
分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高处作
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张家口
火车站，站内施工使用保温材料
不阻燃，现场试验为易燃品；消
防中控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

卢龙县龙达液化气有限责
任公司，多处作业场所未使用防

爆电气装置。秦皇岛青龙满族
自治县丛林矿业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成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唐
山市），施工现场电焊机维修人
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擅自
从事电工作业。唐山榕威管业
有限公司，煤气排水口报警仪未
连接电源，形同虚设。瑞和置业
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大酒店（唐山
市），酒店从业人员270人，未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天然气锅
炉房内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失效。

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大城汽车站，候车厅安检室、
金属安检门无人值守，旅客行李
未经过安检直接进站。河北华
兴玻璃有限公司（廊坊市），氨水

罐应急池、余热锅炉均未进行有
限空间辨识，并未设置有限空间
警示牌；氨水罐一侧2个压缩空
气储罐均未安装安全阀。

保定市曲阳县陈氏定窑瓷
业有限公司，焙烧车间天然气
管道法兰无静电跨接。保定市
阜平县宏祥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施工现场塔吊主钩防脱
扣装置损坏；施工电梯未经检
验检测，擅自投入使用。

衡水市武强县污水处理厂，
未与施工单位（河北省武强县建
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书；厌氧池、氧化
沟水池边无安全防护栏杆。

中国天河山旅游景点（邢台
市），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未
取得安全生产资质证；未开展

2020年度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未按规定与景点外包旅游项目
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武安市华东矿产品加工厂
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逾
期未换新证。邯郸市复兴区中
石油第二加油站，安全生产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工商营业执照逾期。邯郸市彬
哲贸易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已于2020年 7月 20日
到期，未申请延期换证。冀中
能源峰峰集团邯郸洗选厂，皮
带输送机局部存在打滑、撕裂
现象，煤位保护缺失。

安新县三台镇金牌古贝斯
鞋厂，生产车间、仓库与员工宿
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为“三合
一”场所。雄安新区高质量建
设实验区配套道路项目，违规
使用铲车、挖掘机吊装作业，大
量施工车辆违法使用移动LNG
加气车加气。 （秦立波）

省安委办曝光一批突出问题隐患

减税降费为企业送去“真金白银”

11月12日，邢台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实地走访重点

企业，针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政策、资金三大难题，持续

深化“银税互动”，开辟绿色通道，联合银行主动对接企

业需求、精准提供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企业资金难题。

马小品 梁智晓 摄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邯
矿集团郭二庄矿综掘三区工
会深入推进“增节降”活动，
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该区工会定期组织党
团员到井下回收喷浆回弹
料、废旧支护材料。1~9月
份，在一水平下组煤回风上
山清理喷浆回弹料127罐，
用于硬化地面215平方米、
打水沟289米、铺设台阶98
米，仅回弹料就节省材料费

2.5万元；回收皮带128米，
旧钻杆、锚杆 260 多根，吊
挂电缆、粉刷风水管路、皮
带支架242米，节约劳动用
工283个。同时，该区工会
设立“自制自修”小组，前三
季度利用废旧材料加工皮
带机尾护栏 8个、挡尘帘 3
面、皮带过桥12个、皮带防
滚砟护栏 80 余米等，节支
创效2万余元。

（程矿生 赵学森）

“合格证制度的推行，为我
们合作社扩展市场增添了更多
渠道，消费者也能更清楚地了解
产品的情况，放心消费了。”廊坊
市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张顺斋介绍。自合
作社启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以
来，在市场方面与消费者有了更
多的交流时间，不仅增加了彼此
感情，也促进了销量提升；在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方面，与监管
部门紧密合作，加大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真正做到了质量第
一、安全第一。

狠抓生产环节
加大源头管控

合作社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把提供优质安全蔬菜作为企
业发展宗旨。在生产过程中，
以一流的管理培养一流的团
队，争取一流的质量，以质量求

发展为工作宗旨，加大日常管
理。一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通过培训，让农户和合作社相
关岗位工作人员对食用农产品
安全有了更多的认识，提升了
生产过程中与食用农产品安全
相关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思想认
知。二是合作社把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纳入生产制度，与
合作户签订合同，把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相关要求写进合同，

明确相关责任。在市场流通环

节，一经发现产品不合格，生产

者承担相应后果，同时要求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随菜入场，真
正做到了菜品无证不收。三是
结合每年承担科技计划支撑的
项目，在试验示范推广优新特
蔬菜品种生产过程中，集成应
用防虫网、黄蓝板、生物农药、
生物肥料、测土配方施肥、高温
闷棚、果实套袋等绿色控害技

术，提高标准化生产能力，运用
科技力量保证产品安全。合作
社通过对农产品生产源头进行
把控，确保了出具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的真实性、有效性，切实
保障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强化检测力度
保证蔬菜质量

在保障菜品安全上，合作社
加强自检力度，在每一个流通环
节都细化检测工作的各项职责，
分工明确。据了解，合作社不仅
有自己的检测室，还聘请了专业
检测人员，并配套购买了检验检
测设备，将菜品质量安全放在日
常工作的最前沿。日常工作中，
检测人员对所有进场农产品进行
农残抽样检测，抽检合格的产品，
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出库时将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粘贴在产品
包装上，实现了证随菜走，每批
一证，合格证伴随产品进入市
场。据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合作社在自检的同时还将农产
品送到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并出具农产品专业检测报告，以
保障上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提升产品质量
建立追溯体系

合作社按照上级主管部门
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食
用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将生
产环节质量控制信息和检验检
测情况上传至省、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确保每
一批销售的农产品都附带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通过扫描合格
证上面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该
产品的生产、收获、检测等信
息，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吃上了
放心菜。

合作社在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的实施上下大力度搞生产，加
大力度提质量，不仅得到了市场
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产品销量也
不断增加。在疫情期间，合作社
作为首都市民“菜篮子”保障单
位，每天为北京输送蔬菜多达
200吨，全力保障了市场供应，销
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以
上。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离不
开合作社为产品负责、严把质量
关的协作精神。合作社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组织员工上岗，

有序采收，调运货源，以实际行动
兑现了对消费者和农户不断货、
不抬价、保安全的承诺。同时合
作社推行顺斋可追溯蔬菜品牌销
售，附带食用农产品追溯功能的
品牌化专柜直营式模式，将合作
社经济效益提高了15%以上。

据了解，顺斋瓜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目前
自有核心基地规模达3000亩,
日光温室500多栋，育苗温室
30栋，带动社员1400多户、种
植面积1.5万亩。该合作社始
终将产品的质量安全放在首
位，先后做到了“农超对接”“农
餐对接”“农校对接”三种对接模
式，年产蔬菜2万吨，年销售额
1.2亿元。在发展的历程中，先
后获得多项荣誉，2010年被农
业农村部确定为“国家级蔬菜标
准园”；2015年被评为河北省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2016年
被评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核心区和国家级“星创天地”；
2017年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2019年被评为“河
北省扶贫龙头企业”；2020年被
评为“河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 （李永利）

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提高标准化生产能力 把好质量安全关

为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
自11月初开始，隆化县各乡镇
中小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活动，严防森林火
灾发生。

开展森林防火知识讲座，用
森林火灾实例向学生们详细讲
解森林的作用、森林防火的重要

性、以及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和
危害、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和怎样
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等相关知
识。召开专题教育大会和防火
主题班会，强化日常教育。利用
校园广播、橱窗、黑板报及发放
森林防火宣传资料等形式，对学
生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并教

授学生火灾的自救、互救知识，
强化防火安全教育。

同时，县教育局通过发放《森
林防火安全承诺书》《致家长一封
信》，要求家长(监护人)做好学生
节假日期间的监管，增强了学生
的护林防火意识，从而更有效预
防森林火灾的发生。 （赵文婷）

郭二庄矿综掘三区节支降耗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沙河市卫生健
康局多渠道开展防疫知识宣
传，取得显著成效。该局联
合当地电视台制作健康知识
和公共卫生应急防疫专题片
12期，并上传微信公众平台
加强线上宣传力度。同时，该
局还联合市气象局以短信群
发的形式发布疫情防疫健康

知识，并在“健康沙河”等权威
平台上发布防疫宣传知识达
7000余条。在此基础上，该
局还组织协调各基层医疗机
构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健康知
识讲座。目前，全市242个
行政村，村村设有宣传栏，群
众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明显
提升。 （王延芳）

沙河卫健局多渠道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宁晋生态环境分局组织企业学习《新固废法》

平乡疾控中心开展学生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隆化森林防火安全教育进校园

南宫市生态环境分局
优化环境信用评价服务

为落实信用体系建设主体责任，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南宫市生态环境分局积极
谋划、广泛宣传、强化措施、优化服务，把环境信用评价记分
核销作为指导帮扶企业纾困解难的重要抓手，主动与企业
对接，及时处理信用修复，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信
用评价问题。截至目前，已帮扶推动256家企业实现环境
信用评价记分核销，努力营造了知法守法、尊法敬法的良好
氛围。 （高晓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