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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三天我省多地飞雪迎春

①2 月 8 日，市民在石家庄市一家冰雪游乐场玩耍。春节假

期，不少游客来到雪场，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记者 张 昊摄

②沧州体育学校退休教练时中秀（前排左二）和学生阚文聪

（前排左一）等在一起。 记者 刘树鹏摄

③2 月 8 日，唐山市迁西县忍字口村村民在表演背杆。春节

期间，我省各地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令人目不暇接。 新华社发

□记者 刘剑英

2 月 8 日，大年初四，走进邯郸市肥乡
区毛演堡乡郝家堡村，记者发现了“一少
一多”：像往年一样“歇年”的村民少了，村
西一座座蔬菜大棚内，忙碌的身影多了。

“农时不等人，今天得把育好的甘蓝
苗、菜花苗移栽到棚里。”一大早，村民韩高
见便直奔蔬菜大棚。“今年又多种了5亩大
棚，去年俺村光新建大棚就有 100 多座
呢。”地里为啥一下子“长”出百余座蔬菜大
棚？“新修的致富路又宽又平整，蔬菜运输
方便了，种菜的自然多了。”韩高见种菜种
了五六年，但规模一直控制在 2 亩地。“不
敢多种啊，以前出村路坑洼不平，从村里骑
电三轮到蔬菜批发市场，短短四五公里要
走1个小时，现在只需十几分钟。”

要想富，先修路。肥乡区发挥农村公
路在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先导和
支撑作用，去年完成“四好农村路”建设
383 公里，占目标任务的 137%。四通八
达的农村路网，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更
点燃了沿线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

韩高见说的“致富路”即是其中一
条。这条长 26 公里、宽 7 米的乡道，去年
6 月竣工，贯穿毛演堡乡、旧店乡、东漳堡
镇等 3 个乡镇、20 余个村庄，郝家堡村就
位于这段路最西端。

驱车沿路东行，不必担心会车时的“狭

路相逢”。20 多分钟后，便到
了道路最东端的东漳堡镇后大
移庄村。村子地处肥乡、广平、
曲周三县（区）交界，由于位置
偏僻、农产品运输困难，缺乏
特色产业，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多年来村民对脱贫致富也
没啥心气。

“四好农村路”通了，对往
后 的 生 活 ，很 多 人 有 了 新
想法。

“去年路刚修好，村民们
就纷纷到村委会反映，希望村
里组织发展特色产业，现在大
伙干劲可足了。”村口，村委会
主任范冬臣指着路旁一处处
宽约 40 厘米的垄沟说，“上次
县林业局技术员考察后，说俺村土质适合
种苹果，结果不用干部发动，各户上冻前
自觉把垄沟开好了，开春后就种上优质苹
果苗，有550多亩呢。”

纵横交错的“四好农村路”，让不少春
节返乡人员感到惊喜。

在北京打工的后大移庄村村民范和
军决定，年后不再外出打工。“乡村道路
变了样，出行和运输方便了，只要把产业
选准，在家种地同样有奔头。”见过世面
的范和军打算流转土地，成立个种植合
作社。

“四好农村路”通了
生活的想法变了

——在邯郸肥乡区

·红红火火过大年

□记者 刘树鹏

2月7日，正月初三。
沧州体育学校退休教练时中秀早早

起了床。按照约定，当天，来自全国各地
的学生要来给她拜年。

1976 年，时中秀被选拔到沧州体育
学校担任武术教练，2007 年，55 岁的时中
秀退休，又被学校返聘，一直任教到 2017
年底。

几十年来，时中秀培养的学生获得世
界武术冠军6个，亚洲冠军9个，全国性以
上武术赛事金牌 96 枚，其他大大小小的
奖牌更是不计其数。

学生们和时中秀的感情很深，每年春
节，来拜年的学生络绎不绝，她和老伴在
家里张罗接待，常常要忙到正月十五。

为了不让老师春节太累，四年前，学生
们商量了一个办法，不论哪一届学生，都在
正月初三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给老师团拜。

今年初三晚上的聚会定在一家酒
店。不少路远的学生上午就赶到了沧

州。他们一来就直奔时老师家里。
在兰州大学执教的阚文聪一进门就

和时老师抱在一起。别看她才 27 岁，在
武术项目上已蝉联两届全运会冠军、两届
亚运会冠军、两届世锦赛冠军。

“我刚到沧州体校的时候，连最简单
的空翻也不会。”阚文聪说，是时老
师手把手教了她一身功夫。“老师
对我影响很大，是我一生的标杆。”

没到中午，时中秀家的客厅
里已坐满了人。其中一个学生，看
上去有些像章子怡。时中秀笑着
告诉记者：“她叫李凤梅，还真给
章子怡当过替身呢！”李凤梅上大
学期间，被《卧虎藏龙》剧组选中，
担任章子怡和杨紫琼的替身。如
今，她在首都体育学院担任武术
教师。

傍晚，又有不少学生赶到沧
州。三十多名学生齐聚酒店，围着
时中秀说啊笑啊，仿佛又回到了学
生时代。

桃李芬芳谢师恩
——沧州体育学校退休教练时中秀的大年初三

用我们的爱送你回家
——石家庄站“售票夫妻档”的春节故事

本报讯（记者田恬）2019 年春节假
期过半，省会电影市场延续以往春节
档的红火景象，观众观影热情持续高
涨。据悉，今年堪称“史上最强”春节
档期，共有十余部影片上映，涵盖动
作、爱情、科幻、喜剧、动画等，类型丰
富，制作精良。多部影片上座率较高，
甚至一票难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农历正月初
一就有 8 部影片同时上映。影片《飞驰
人生》是韩寒自编自导的第三部影片，

由沈腾、黄景瑜、尹正等主演，以喜剧
方式展现充满激情的赛车世界。《疯狂
的外星人》是导演宁浩推出的“疯狂系
列”第三部作品，片中沈腾和黄渤饰演
的一对好兄弟意外遭遇“天外来客”，
开启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跨物种”
对决。周星驰今年春节档回归喜剧，
推出由王宝强主演的《新喜剧之王》，
依旧讲述小人物的故事，笑中带泪。
真人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将卡
通形象“小猪佩奇”和中国传统节日相

结合，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于除夕团
聚、共同体验传统习俗的故事，之前该
片宣传短视频《啥是佩奇》刷爆网络。

《流浪地球》由 80 后导演郭帆执导，汇
集了吴京、吴孟达、李光洁等知名演
员。作为春节档唯一的科幻片，该片
颇具看点。由成龙、阮经天、钟楚曦主
演的影片《神探蒲松龄》则讲述了一代
文豪蒲松龄与捕快严飞联手追踪金华
镇少女失踪案的故事。此外，还有香
港导演麦兆辉执导的《廉政风云》以及

动画系列常青树《熊出没·原始时代》
等影片上映。

无论是主打情怀牌，还是喜剧贺
岁，抑或加入科幻元素，今年的春节档
带给观众的选择依然多样。2 月 8 日，
记者走访省会 UME 影城、金棕榈国际
影城东尚店、先天下中都 G 影城等影院
了解到，农历正月初一以来，各大影院
观众络绎不绝，多部影片 1 月上旬就开
启预售模式，诸多黄金时段的座位早已
售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人们消费水
平升级和文化需求增强，春节假期观影
已成为许多人的“刚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档前三天
全国票房累计超过33亿元，观影人数达
7000 多万人次。其中农历正月初一全
国票房高达 14.39 亿元，为历年春节档
单日票房最高。

2019贺岁电影燃爆春节假期

好看的电影一次性“配齐”

□记者 宋 平

2月8日，正月初四。
上午 10 时，记者见到陈艳时，她正在

石家庄站西广场 20 号改签窗口售票，手
下键盘敲得飞快，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
快速地帮旅客选出最佳改签路线。

此时，她的爱人柏文仲正在位于石家
庄站东广场的票据库，统计各个售票窗
口、自助售票机所需票卷的数量。票据库
是火车票的“大本营”，整个石家庄站所有
售票窗口、自助售票机，包括石家庄市全
市的火车票代售点都需要从这里领票卷。

一个人售票，一个人发放票卷，从西
广场到东广场，一间候车大厅的距离，陈
艳和柏文仲两个人见面却不是那么容易。

但有个时间点例外。
“这是你售票窗口的票，在这儿盖

个章。刚才家里打电话，孩子吃完药好
多了，放心。”每天上午 11 时左右，
柏文仲和同事都会将西广场售票

厅所需的票卷送过来。这时他和
陈艳才有机会见上一面，说上两
句话。

2012年4月，同为退伍军人的
柏文仲和陈艳成为石家庄站售票
员。在同一个班组的他们一来二
去熟络了，最终走到一起。“也算是
售票窗口给我们牵的红线。”柏文
仲说。2013 年 10 月，因为工作调
整，他被调到了票据库，也就是在
那时，两个人有了小家。

从此，柏文仲上一休一，陈艳
则是四班倒。两个人休息时间能碰到一
起的时候很少。

“结婚五年多，除夕你俩都能在家的
时候有几次？”记者问。

“哎呀，都不记得往年除夕有都在家
的时候。”柏文仲答。

“春运是特殊时刻，只要尽可能让旅
客买到火车票，我们哪天吃团圆饭都一样
有年味儿。”陈艳接着说。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郭 迎 春
记者宋平）省气象台预计，2 月
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石家庄、
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雪
或零星小雪。10 日夜间到 11
日，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零星
小雪或小雪。

具体看，9 日，北部地区设
区市（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

岛）最低气温为-16℃至-12℃，
中南 部 地 区 设 区 市 为-10℃
至-5℃。10 日，北部地区设区
市最低气温为-17℃至-12℃，
中 南 部 地 区 设 区 市 为 -9℃
至-5℃。11 日，北部地区设区
市最低气温为-14℃至-9℃，
中 南 部 地 区 设 区 市 为 - 8℃
至-6℃。

“四风”问题随手拍
一键直通省纪委

本报讯 如果您发现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违规吃
喝、收送礼品礼金、违规配备
使用公务用车、滥发津补贴和
福利等问题，请扫描右边二维
码，关注“河北省纪委监委网
站 ”微 信 公 众 号 ，点 击“ 微 举
报”，随手一拍，向河北省纪委

监委举报。
落 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坚 决
纠 正“ 四
风 ”，河 北
省 纪 委 监
委 期 待 您
的 参 与 。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英 记者马建敏）
从省税务局获悉，2018年全省税务系统全
面落实下调增值税税率、研发费加计扣除
等减税降费政策，共办理减免退抵税1100
多亿元。

2018 年，全省税务系统通过规范税
收征管，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去年，全省各级税务系统建立起领导
包联重点企业机制，开展大调研大走访活
动，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全力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省税务局编制了“税务领域十
五条”支持措施，开展纳税信用贷，与 21
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发放信用贷款 45
亿元。实行简易注销，改进优惠备案，取
消证明事项 18 项，为新办纳税人提供“套
餐式服务”17 项。推行征管档案电子化，
研发“退税档案无纸化系统”，简化资料报
送。推行“小微企业网上免税代开电子发
票系统”，扩大通行费电子发票和小规模
纳税人自开票试点，方便了缴费人纳税人
开票。

2018 年，全省税务系统全面落实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用税收“减法”为经济
发展做“加法”。全年办理“减、免、退、
抵”税 1100 多亿元，用于改善民生、降低
居民生活成本，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节能
环保和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全省还办
理出口退税 179.6 亿元，缓解了出口企业
资金压力。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省
税务系统将积极推动“双创双服”和“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服务雄安新区发展，打造

“雄安新区纳税服务直通车”。服务市场主
体办税，逐步扩大全功能自助办税范围。
精简资料报送，6 月底前精简 25%以上。
更新“最多跑一次”清单，实现全省各级全
覆盖和70%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

全省税务系统认真落实减税降负措施去年办理减免退抵税逾一千一百亿

元

①①

③③

②②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互致贺电

我省再添2处国家湿地公园

（上接第一版）中方赞赏葡方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
葡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葡关系和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

展。科斯塔在贺电中说，葡方
愿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
国人民谋福祉，为推动当今时
代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
以常晖的专业眼光分析，

崇礼这两年的雪道比以前更丰
富了，而且雪道难度划分和国
际接轨，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层
次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崇礼区去年体育旅游产业
实现新突破，万龙、太舞、云顶、
富龙滑雪场荣获“2018 年全国
滑雪场十强”，与此同时，瞄准

“雪国崇礼，户外天堂”目标，崇
礼旅游的“内涵”日益丰富。

“这儿的土豆味道真和别
的地方不一样，莜面、羊肉也不
错！”自嘲为吃货的北京人李伟
说，滑雪之余，他专门到各个滑
雪场的餐厅品尝过崇礼特色美
食，“崇礼味道”让他久久难忘。

随着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建设项目的推进，“崇礼味
道”更加浓郁。太舞集团市场
中心总经理聂宁宁介绍说，今
年春节期间太舞滑雪小镇推出
了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如正月
初二、初三的舞龙舞狮表演，正
月初七至正月十五的纳福庙会
等。作为崇礼区红红火火过大
年活动的一部分，打树花、打柳
子、扭秧歌、舞龙舞狮等当地传
统民俗表演春节期间将在多地
同步上演。

今年，崇礼区还将启动官
方礼物、旅游纪念品和农产品
礼盒三个类型的“崇礼礼物”设
计，并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实现
公司化、车间化、规模化生产。

（上接第一版）
围绕绩效结果应用，意见

提出“三挂钩、两纳入”。即对
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与
财力补助分配挂钩，将部门整
体绩效与部门预算安排，特别

是专项业务经费安排挂钩，将
政策、项目绩效评价与预算安
排和政策调整挂钩；将预算绩
效结果纳入政府绩效和干部政
绩考核体系，以进一步强化激
励约束作用。

今年省市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本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
王铁军）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日前，河北康巴诺尔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河北木兰围场小
滦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通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验收，
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至此，
我省国家湿地公园达7处。

河北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
园位于康保县，总面积 368.1 公
顷，湿地面积 220 公顷。湿地

公园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
野生维管束植物 210 种，陆生
脊椎动物 222 种。河北木兰围
场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
御道口村，湿地公园规划总面
积 250.3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184.9 公顷（水域 33.9 公顷，沼
泽 151 公顷），陆地面积 65.4 公
顷。湿地公园内共有植物 390
种，陆生脊椎动物152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