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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省 启 动 2020 年 享 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选拔

战疫情促发展 强服务助“六稳”

省税务局推出24项71条便民措施

用爱和温暖打造“隔离者之家”
——记唐山丰南区友谊宾馆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员

河北5地入列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

帮返岗 帮运输 送资金 送服务

衡水为复工复产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建敏）近来，
在抗击疫情恢复生产中，省税务局在
全省税务系统扎实开展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推出4类24项71条便民措施，全
方位为企业复工复产复销倾情服务、
纾困解难，增强企业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决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贡献税务力量。

疫情防控以来，省税务局快速反
应，制定“三个强化”措施，精准帮扶企
业纾解困难。强化重点企业帮扶，对
重点企业实施“一对一”“点对点”“一
企一策”帮扶措施，提供办税缴费绿色
通道。对在建和新开工重大项目进行
跟踪，做好政策服务和个性化办税缴
费服务，为“稳投资”保驾护航。强化
外贸出口企业帮扶，将出口退税无纸
化申报范围扩大至三类企业；将正常
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 5 个
工作日以内，充分发挥税收“稳外贸”
积极作用。强化对外资企业帮扶。落

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资递
延纳税等优惠政策，落实非居民企业
享受协定待遇资料备案改备查办法，
增强对外支付税务备案便利度，进一
步提升投资者信心，支持鼓励境外资
本参与省内经济建设，为“稳外资”加
油助力。

针对疫情给我省小微企业带来的
巨大影响，省税务局千方百计采取措
施帮扶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在政策上
享尽红利，不折不扣落实好小微企业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根据税收政策和疫情情况，合
理调整疫情期间个体工商户的定期定
额。在服务上增添便利，河北税务网
站建立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
专栏，优化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
收征管服务方式。在融资上增信助
力，将纳入“银税互动”的企业，从纳税
信用A级、B级拓展到M级；深化“银税
互动”，积极推进银税数据直连，实现

小微企业贷款网上“一站式”办理，助
力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以纳税信
用助力“稳金融”。

把工作做在前头，把服务做实做
细，为政府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省
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覆盖面
广、及时性强等优势，跟踪分析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以及经济运行情况，及时
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依托省
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为相关部门准确
提供其所需税收基础数据，最大限度
地服务于经济分析、管理决策，为企业
复工复产提供帮助。同时，省税务局
还对支持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
体创业或吸纳特殊群体就业有关税收
优惠政策进行梳理，运用税收数据分
析企业用工数量变化，为“稳就业”提
供参考。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省税务
局采取便利化服务措施，为企业提供

快捷服务。实施“延时办”，将2、3月份
纳税申报期限延长；实施“邮寄办”，将
发票“非接触式”领用比例从去年的
50%提升到今年的 70%；实施“网上
办”，公布 185 项网上办税缴费事项清
单；实施“预约办”，为纳税人、缴费人
提供预约服务，错期错峰安排办税缴
费；实施“一次办”，更新“最多跑一次”
办税清单，实现更多办税缴费事项一
次办结。

省税务局还在减税降费着力稳定
预期上下功夫，抓好支持防护救治、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稳产保供、鼓励
公益捐赠等方面税收政策落实；执行
好帮扶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
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税
收政策；对2月份已经缴纳社会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单位，按照
规定进行退抵。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
有关政策，帮助企业“稳预期”、增信
心、谋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
翠莉 通讯员李丽坤）日
前，省司法厅就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公
共法律服务保障工作发出
通知，推出 10项公共法律
服务保障措施。

通知要求，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要为企业提供精
准、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及时
组建企业法律服务工作
团、业务骨干先锋队，主动
帮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
存在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要开展企业“法治体检”活
动，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
问作用，分析企业法律需
求和风险点，帮助企业查
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

持续为农民工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各级司法行政部门
要 联 合 人 社 、工 会 等 部
门，结合实际情况，依法
妥善处理涉劳动关系、工
资支付、工伤认定引发的
纠纷，切实保障劳动者和
企业合法权益。加强与
驻 外 办 事 处 、流 动 党 支
部、商会等机构、组织的
联系，为河北籍农民工提
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服
务指引和法律援助。

通知提出，要做好涉
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各

级人民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要对
疫情防控期间本辖区企业复工复产中可
能遇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进行深入排
查，对发现的纠纷和苗头隐患快速调处。

通知还就开展惠企公证服务、提供
涉企司法鉴定服务、便捷仲裁服务企业
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等提出具体保
障措施。

我
省
十
项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助
力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日前，位于
河北邢台经济
开发区的邢台
纳科诺尔精轧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人在清
洗液压站。该
开发区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
时，推动服务
“沉”下去、生产
“赶”上来，推进
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为
实
施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河
北
将
新
建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处
理
设
施

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近日，省住建厅
制定《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实施
方案》提出，今年全省计划建成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设施 42 座，启动其他规划建设的项目，
满足全省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我省高度重视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工作，2018年开始实施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收官后，全省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达到 57 座。11 个设区
市及定州、辛集市每个市至少有 1 座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其中，石家庄将达到 8 座，邯郸
将达到8座，沧州将达到7座。

实施方案要求，各市严格按照建成标准
和时限要求，督促各项目制定建设方案。充
分利用目前紧张的建设时限，对工程建设流
程进行合理化统筹，采用多工序、多工种、多
单位交叉作业，并行施工，科学高效推进项目
建设。同时提高形势研判能力，针对项目建
设关键环节，建立高风险点清单，科学研判项
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前预警、及时介
入、尽早解决，确保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保证
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各项目要科学制定项目试运行方案，在
设备安装到位后，尽快开展设备调试，及时
排除存在问题，及时开展垃圾入场前验收，
逐步提高垃圾处理量，稳步实现项目长效稳
定达标运行，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尽快
发挥效用。

实施方案提出启动其他项目建设，各市
以垃圾焚烧全覆盖为目标，对拟建设的项目
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明确办理时限，加快开展
立项、洽谈、选址、报批等工作。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城乡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的全面建成，将大大提升全省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优化垃圾处理方式，
为逐步构建“工艺先进、布局合理、全面覆盖”
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为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提供强有力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为坚定实施人才强冀战略，不
断加强我省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日前，河北省人社
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选拔工
作的通知》，正式启动2020年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推荐选拔
工作，选拔推荐人选须是我省
专业技术和高技能岗位上的在
职人员（不含驻冀的中央直属
企事业单位）。已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不得重复申报。

据悉，推荐的专业技术人
才要求近 5 年来（2015 年以来）
取得的专业技术业绩、成果和
贡献突出，得到本省、本系统同
行专家的认可，一般应具有副
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享受政

府推荐的高技能人才要求长期
工作在生产服务岗位第一线，
技艺精湛，贡献突出，一般应具
有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选拔工作重点
围绕国家及我省重大战略、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尤其是针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冬奥会筹办、脱贫攻坚
等作出突出贡献及加快推进我
省新旧动能转化、高质量发展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
才。适当提高非公有制单位、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和贫困地区
的优秀人才的比例。

此外，对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一线并发挥积极作用、作
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同等条件下
优先推荐。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
激发干部群众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积极性主动性，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日前印发通知，对106个
措施有力、成效突出、群众满意
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予
以通报表扬，我省的迁西县、南
宫市、邱县、秦皇岛市抚宁区、
故城县榜上有名。

通知要求，各地要以“干干
净净迎小康”为主题，推动村庄
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持续

化。立足“清”，突出清理死角
盲区，由“清脏”向“治乱”拓展，
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清
洁、村庄周边清洁拓展。聚焦

“保”，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
村庄由一时清洁向保持长期干
净整洁转变。着力“改”，更加
注重引导农民转变不良生活习
惯，培养卫生健康意识和环境
保护理念。促进“美”，将村庄
清洁行动与农村生活垃圾污水
治理、发展乡村产业、建设文明
乡风等有机结合，促进外在美
向内在美、持续美转变。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展茂光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企业能顺
利复工复产，多亏当地政府的‘保姆式’
服务，不仅为我们调配了消毒液、口罩
等应急物资，还协调相关部门开通运输
绿色通道，保障了生产物资供应。”五
得利集团深州面粉有限公司行政部经
理王俊超兴奋地说，如今，衡水市又提
出加大企业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无疑
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一剂强心剂。

据了解，在复工复产工作启动后，
衡水市在对企业复工复产数据进行系
统分析处理的同时，建立“一对一”分
包联系机制，建立企业家微信群，与企
业家“键对键”沟通对接，答疑解难。
目前，市县两级实现了对规上企业、外

贸出口企业、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包联
全覆盖。

此外，该市还在返岗、运输、资
金、物资、政策等方面，真招实策解决
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针对企业
员工返厂难问题，要求有条件的企业
对核心人员和关键岗位职工实行食
宿等统一管理；没有条件的企业为员
工办理通行证，从企业与社区（乡村）
两头入手，实行“两点一线”行程管理
机制。

针对原材料及产品运输，进出港
口困难问题，由政府亲自出面协调；对
于跨省、市界运输问题，由属地政府出
具信用担保证明，公安、交通部门统一

出具本级证明，紧急重要物资、大宗产
品必要情况下警车押运。

针对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该市金
融、财政等部门制定出台帮扶措施，
开辟资金拨付、政策落实、政府采购
绿色通道，安排 2240 万专项资金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对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工作进行补助，
鼓励外贸企业开拓市场，支持传统产
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企业
发展工业设计，惠及全市 800 余家企
业。同时，细化服务措施，确保符合
条件的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降至 1.6%
以下。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张晓悦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吃上辣白菜，
感谢姐姐这么惦记我！”2 月 28 日晚 8
点，唐山市丰南区卫健局副主任科员槐
小燕收到一条微信。

“之前唠嗑时，小翟不经意提了一
句想吃辣白菜，我就记下了。”拿起手机
回复信息，槐小燕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客气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槐小燕所说的小翟，是一名刚从韩

国旅游回来、被安置在丰南区友谊宾馆
进行医学观察的隔离者。槐小燕则是
隔离点的负责人。

“这里接收的都是确诊患者的密切
接触者，以及从武汉等地返回的人员，
刚住进来，他们都不适应，经常抱怨。”
槐小燕说，自己能理解他们，由于成年
人必须单人单间隔离，那种孤独和寂寞
感是很煎熬的，有的虽然跟家人就隔着
一道墙，却无法相聚。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爱和温暖来抚
慰他们，像家人那样陪伴他们。”槐小燕
介绍说，由于工作安排，自己有时去不
了隔离点。因此，丰南区疾控中心副主
任高志庆成了现场负责人。他带着 19
名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在宾馆，不仅为隔
离者送去生活必需品，还经常陪他们线
上聊天，疏解情绪。

“聊天可不是尬聊，而是随时了解
大家的需求。”高志庆记得，有一次，一
名隔离人员无意中聊到，“一个人待着，
不仅无趣，连后背痒了都没法挠。”

这句话马上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
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细致。

很 快 ，痒 痒 挠 便 送 到 了 隔 离 者
手中。

为了营造“家”的氛围，隔离点尽力
备齐一切生活用品。3月3日上午，笔者
在隔离点的物资储备仓库看到，除了必
备的防护物资，电热毯、暖水瓶、卫生
纸、皮搋子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买这一百多种生活必需品，得跑

遍丰南的商店。”高志庆说，每天一大
早，物资保障组就穿梭在超市、商场，有
的时候还要跑到唐山市区的批发市场。

宾馆门口，消杀组正对化粪池进行
消杀处理。高志庆说：“这些小伙子们
太不容易了，不仅每天要做这些‘想起
来都要反胃’的事情，还主动担负起医
疗垃圾的打包、转运和解除隔离人员的
房间清理等工作。”

按照分工，19名工作人员分成物资
保障组、消杀组、医疗组等。“为了让隔离
者像在家一样舒心，除了做好日常的体
温测量、医学观察、消杀清洁等工作外，
在辅导心理、照料起居等方面，我们打破
了组别限制。”高志庆说，在这里，每名工
作人员都是“保姆”和“心理医生”。

“我们就和他坐了同一辆车，压根
没被传染。”2月2日，刘某某一家四口作
为某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被安置到
隔离点。刚入住时，刘某某情绪十分
激动。

“在这里住着不仅是对你们自身负

责，更是对你们的亲戚朋友和全社会负
责，来到这里也算是咱们的特殊缘分，
有我们陪伴和照顾，你们就把这里当作
自己的家，就当是来这里串亲戚来了。”
丰南区中医院总护士长、心理咨询师孟
东 红 几 番 劝 说 ，才 让 刘 某 某 平 复 了
心情。

2 月 26 日入住隔离点的毕某某，喜
欢在朋友圈分享心情：“不但有可口的
饭菜，还有医护人员送来的中药”“为
小护士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服务而感
动”“护士说今天的奶茶是店里免费送
的，虽然外面天气阴雨蒙蒙，可心里却
暖暖的”……

朋友圈里多次提到的护士，是丰南
区中医院的郑蒋薇，她已经成为隔离者
眼中值得信赖的“家人”。

而郑蒋薇付出的“代价”,则是从 1
月31日至今的连续坚守。

“按照规定应该进行轮换休整，但每
个观察者的脾气秉性我都了解了，再换
个新人，一切还得从头开始。”长期的值
守让郑蒋薇面露倦态，但说这番话时的
语气却很坚定。在她看来，除了职责与
使命，隔离者的理解更是她坚持的动力。

尽管不断有人解除隔离，但随着境
外返回人数的增多，隔离点的“战斗”仍
在继续。“虽然目前没有确诊患者，但隔
离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槐小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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