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衡水湖马拉松赛将于10月17日7时30分在
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赛事预报名于9月13日
15时正式启动，截至9月16日17时结束。本届马拉松赛
围绕“衡马”10周年，精心策划，严密组织，设3个项目，设
计规模2万人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2021

年衡水湖马拉松赛将于10月17

日 7时 30分在衡水湖马拉松广

场鸣枪开赛。赛事预报名于9月

13日15时正式启动，截至9月16

日17时结束，抽签结果及缴费时

间将在预报名结束后，以赛事官

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告形式进

行通知。

据悉，本届马拉松赛将秉承

“绿色马拉松 大美衡水湖”主题，

把疫情防控、办赛安全放在第一

位，围绕“衡马”10周年，精心策

划，严密组织，努力将“衡马”塑造

成衡水的城市节日，办成安全、精

彩、厚重的马拉松盛典，提升衡水

知名度及美誉度，为“六个新衡

水”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本届赛事设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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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项目，设计规模2万人。其

中，全程马拉松7000人，半程马

拉松3000人，健康跑1万人。

本届赛事沿用往届经典环湖

生态赛道，起终点仍然设置在衡

水湖马拉松广场，整个赛道环衡

水湖设置，全程展示衡水湖的秀

美风光，让参赛运动员在奔跑过

程中感受衡水的城市魅力和独具

特色的生态优势。

本届赛事继续采用“预报名、

后抽签”的方式进行报名工作，若

报名人数超过赛事规模，组委会

将通过抽签确定参赛选手。赛事

预报名于9月13日15时正式启

动，至9月16日17时结束。抽签

结果及缴费时间将在预报名结束

后，以赛事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公告形式进行通知，请关注赛事

相关公告。

为保证比赛安全、顺利、公

平，赛时沿比赛路线设关门时

间，限时对社会交通进行管制

封闭。各项目关门时间设定

为：健康跑 1个小时，即 8时 30

分；半程马拉松3个小时，即10

时 30分；全程马拉松6个小时，

即13时 30分。关门时间后，组

委会将提供收容车沿途为跑者

服务。

本届赛事设三大类奖项，所

有现金奖励均以人民币计算。

男、女全程马拉松，共设名次奖、

锦标赛特别奖、衡水籍运动员奖

三个奖项；男、女半程马拉松，共

设名次奖和衡水籍运动员奖两个

奖项；破纪录奖，设破赛会纪录

奖、超中国纪录奖、超世界纪录奖

三个奖项，其中，超世界纪录奖，

奖金100万元。

为庆祝“衡马”10周年，打造

10年盛典，塑造衡水城市节日，

衡水市还谋划了7大亮点活动。

优秀共产党员百人方阵领跑，今

年恰逢建党百年，通过这一活动

展现“党旗领航、党员领跑”先锋

作用；劳动模范百人方阵领跑，

体现衡水各界各行各业奋勇争

先的排头兵精神；体育名人共襄

盛举，邀请部分体育名人参与开

跑仪式和配套活动；乘热气球看

“衡马”，邀请幸运观众从空中视

角，尽览衡水湖美景；盛大开跑

仪式，现场通过礼炮、锣鼓、热气

器、飞机表演等多种方式，给大

家带来震撼、惊艳的视听感受；

百大跑团共为“衡马”庆生，邀请

国内各地跑团、友好城市及伙伴

赛事组委会代表，录制祝福短视

频，为衡马10周年送上祝福，共

襄10年历史时刻；采用“电视+

网络”同步直播形式，在电视直

播的基础上增加网络及新媒体

平台直播，丰富直播内容，全方

位展示“衡马”举办10年来的点

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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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婉凤）近日，

衡水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宣传周正式启动，活动

主题为“全面普查、科学普查、依

法普查、文明普查”。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

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

工作。衡水市召开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动员部

署会议，标志着普查工作由前期

准备阶段正式转入全面开展阶

段。截至目前，经过全市上下的

共同努力，全市普查全面开展阶

段的清查工作已全面完成，普查

工作顺利转入主体调查环节，全

市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主体调查是普查工作中参与

度最广、工作量最大、组织实施难

度最高的一个环节，也是普查中

最为关键的一环，调查数据是否

真实可靠，直接关系到评估区划

工作能否开展，决定着评估与区

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也决定着

整个普查工作的成败。在这个重

要环节，为树立普查“大宣传”意

识，构建全市“大宣传”格局，结合

衡水市普查工作实际，衡水市普

查办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衡水

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宣传周”活动，活动时间为9

月6日至9月12日，活动主题是

“全面普查、科学普查、依法普查、

文明普查”。

此次宣传周期间，各级各有

关部门按照“综合风险普查是一

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根本要

求，围绕“聚焦普查成果、突出衡

水特色、策划宣传亮点”工作目

标，突出“全面普查、科学普查、依

法普查、文明普查”宣传主题，主

要采取“内部+基层，线上+线下，

集中+长期”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开

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线上宣传活动在电视台、广

播电台、LED屏以及网站等播放

普查宣传或公益短片，介绍风险

普查的意义内容、创新特点、调查

流程、依法普查等内容；举办“普

查知识微讲堂”系列讲座，制作符

合地域特色的“一图读懂”模式样

图、H5微场景、宣传形象吉祥物

等融媒体产品，强化网络宣传阵

地；协调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

信运营商，利用手机短信主动推

送、到达率高、覆盖面广的优势，

适时向公众发布普查公益短信，

联动开展普查宣传活动；开展“风

险及时避，普查我参与”随手拍活

动，用镜头拍下日常生活中防治

风险隐患、参与风险普查短视频，

设立集赞礼品及现金奖励，丰富

普查宣传形式，调动全社会人民

群众参与普查的积极性。

据悉，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

普查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传递

普查意义、普查目的、普及普查

知识，使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支持

风险普查，使普查工作人员掌握

风险普查的内容和方法，使普查

对象了解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

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确保高质量完成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任务。

衡水高质量推进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本报讯（记者张千 卢婉凤）
9月12日上午，衡水市社区和乡

村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启动

仪式在衡水市体育馆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衡水市

加快冰雪运动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主办，衡水市体育局、市民政

局、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衡

水市冰雪运动协会、市体育产业

协会共同协办。

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体育强

国、健康中国部署，推动群众性

冰雪运动向基层延伸，全

力推动衡水市冰雪运

动持续向社区、农村纵

深发展，让“固定”

的冰雪运动体验场

所丰富百姓日常生活，让“流动”

的“冰雪大篷车”普及活动遍布

城乡，让基层冰雪运动活起来、

热起来，助力实现“到2022年冬

奥会召开之前全省参与冰雪运

动群众达到3000万人”这一奋

斗目标，为河北贡献衡水力量，

为冬奥贡献衡水力量。

陆地冰壶、桌上冰壶、陆地

冰球、冰球……现场除了布置有

冰雪知识展区外，还设有多种冰

雪运动体验区，借助模拟设备等

让体验者真实感受冰雪运动的

魅力。

活动现场，VR高山滑雪体

验更是惹人注目，引得众人争

相体验。只见体验者戴上VR

眼镜，手持“滑雪杖”，时而左右

摇摆，时而上下起伏，做出各种

滑雪动作，在无“真冰真雪”的

条件下，体验高山滑雪、越野滑

雪运动，感受冰雪运动的刺激

和乐趣。

“感觉就像在真实雪场，有

起伏、有障碍物，体验感十足。”

滑雪忠实爱好者杨国群体验一

番后，直呼“这种沉浸式体验，真

是爽！”

今年以来，衡水市紧紧围绕

河北省“1126”总体目标，充分发

挥各类体育协会的积极作用，深

入开展冰雪运动会和冰雪联赛，

下一步将利用“冰雪大篷车”项

目，作为冰雪运动深入推广的特

殊载体，推动冰雪运动深入13

个县市区的所有社区、乡镇、重

点村庄。同时，各县市区还将积

极打造中心公园、商圈、门店、社

区、乡村、学校等“六个一”冰雪

推广普及示范点，推动普及陆地

冰壶、陆地冰球等冰雪项

目，努力在全市形成全

市联动、全民关注、全

民参与、全民共

享、喜迎冬奥的

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常晓晴）今年以来，

桃城区税务局全方位开展精细服务，打造智慧税务服

务中心，设立了智慧自助办税微厅和办税服务室，升

级“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让缴费实现“随时随

地”，确保纳税人安全、高效、便捷地完成各项涉税事

项办理。

让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该局常态化开

展宣传工作，大力推行“涉税事、网上办、非必须、不窗

口”，积极引导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税，通过

24小时自助终端进行自助办税，目前已配备多个办

税微厅，方便纳税人办理综合申报、发票发售、缴纳社

保费等业务，智慧办税微厅提供24小时服务，让纳税

人可以随时办理涉税业务。

延伸服务半径，让“自助办税进企业”。目前，桃

城区税务局在沧州银行衡水分行安装自助办税设备，

实现了涉税服务和银行业务的一站式办理，方便了纳

税人、缴费人办理各项涉税业务，进一步优化了营商

环境。

深入走访帮扶，宣讲优惠政策。该局深入企业问

需问难，详细介绍各项“非接触式”办税方式、税费优

惠政策。下一步，将继续立足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实

际，“护苗”“助苗”和精准“滴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代海静 常瑞峰）今年以来，国网

阜城县供电公司加大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力度，加快推

进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供电保障，赋能乡村振兴。

该公司围绕农村电网区域就供电能力提升、老旧

台区改造、地埋线更换、三相动力电提升四个方面开

展升级改造，着力改善农网与主网连接薄弱、变电站

布点少、变压器过负荷、低电压等问题，解决农村生产

用电紧张问题，满足农产品加工用电需求。同时，不

定期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乡村振兴项目，针对智

能化用电特点，优化保电措施，完善应急机制，努力为

乡村振兴提供优质电能和高效服务。

据悉，该公司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加

强农网升级改造力度，让电力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电引擎”，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枣强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入“托管

式订单种植”模式，发展谷子规模种植，实现了从

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目前，该县已发展谷子2

万亩，带动1万余名农民增收。图为该县新屯镇

娄西街村农民在收割谷子。 李金刚 摄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谱丹心。9月10

日是全国第37个教师节，衡水市中小学、幼儿园

采取各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图为衡

水市第13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合影。 侯雪燕 摄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张千 常熠 张文婧 通讯员

郄晓强）“恭喜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获

得了‘最大的白酒地缸发酵车间’吉尼斯世界纪录称

号。”近日，衡水老白干挑战“最大的白酒地缸发酵车

间”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在衡水市举行。在吉尼

斯认证官及现场观众的见证下，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挑战成功，这也创造了我国规模最大的

白酒生产车间纪录。

在现场认证环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杨绍

鹏宣布衡水老白干挑战成功，并为其颁发了吉尼斯世

界纪录证书。“根据白酒行业常规产量测算方法：车间

产量＝投粮量×出酒率，综合衡水老白干一周的生产

记录测算、河北区域四季温度变化等因素，经过酒业

协会的评估，该车间年出酒量约为10156吨。”杨绍

鹏说。

阜城供电加快推进
电网基础设施建设

衡水老白干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47666个地缸酿美酒10156吨

桃城区税务局
让缴费实现“随时随地”

让“冰雪大篷车”跑遍城乡角落

“衡马”10月17日鸣枪开跑
绿色马拉松 大美衡水湖

衡水启动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

①①滑雪爱好者在进行滑雪爱好者在进行VRVR高山滑雪体验高山滑雪体验。。

②②专业老师指导小学生进行滑雪训练体验专业老师指导小学生进行滑雪训练体验。。

③③桌上冰壶体验区桌上冰壶体验区。。

衡水市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衡水市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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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