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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文
英、宋建军 记者马建敏）今年
以来，省税务局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大力简化企业开办事
项，创新优化纳税人缴费人办税
缴费体验。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后普遍
遇到的资金紧张难题，省税务局
全面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政策，确保减税降费新政“减
到位”，出口退税“退到位”，核准
延期纳税“缓到位”，帮助企业缓
解资金压力。1至 5月，落实支持
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全
省企业10.5万户次；落实帮助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相关优惠政策，惠及纳税人109.6
万户次；落实减轻企业社保费负
担相关优惠政策，惠及企业和个
人13.5万户次；为出口企业办理
退税 65.92 亿元；累计核准延期
缴纳税款1549户、202.18亿元。

省税务局不断优化办税缴
费方式，努力打造全天候、全覆
盖、全流程、全联通的“智慧税
务”服务品牌。他们积极推介电
子税务局，广布“智能办税”网

点。目前，电子税务局已经实现
在线办、自助办等功能291项，拥
有企业用户 229 万户，占登记企
业纳税人总量的96.94%，征期网
上申报率达到99.62%，涉税事项
网上办理率达到83.71%。让纳税
人缴费人“多跑网路，少跑马
路”，增加“全程网上办”事项20%
以上，目前已经实现 193 个事项

“全程网上办”。“最多跑一次”服
务不断扩围，本级《纳税人办税
指南》事项一次办结率 6 月底前
将实现88%以上。大力推进“自助
办”，全省配备自助办税终端
3477 台，推进“自助办”进企业、
进社区、进市场，55 项常用涉税
事项可以通过自助终端就近办。

减事项、减表单、减资料，容
缺办，是省税务局为方便新办企
业推出的服务举措。新开办企业
依申请办理的事项由10项减为6
项；首次申领发票所需填写、确认
的表单由4张减为1张，实现“一表
集成”；企业办税人员已实名的，可
不再提交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
件；办理涉税事项免留发票专用
章印模、免填单，实行容缺办理。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国网河
北省电力公司获悉，按照省委省政府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部署，河北南网将从今年起实施三年
提升行动计划。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河北电网还存在“硬缺电”、
城市电网有短板、农村电网仍然薄弱等
现象。通过三年提升行动，河北南网将
基本解决“硬缺电”问题，彻底解决地区
发展用电受限问题，为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建设保驾护航。
加大投资力度。在三年提升行动

中，河北南网将积极争取国家电网公司
支持，三年内计划安排电网专项投资
405.4亿元，实施专项工程9000余个，新
建扩建变电站 261座，覆盖经营区域所
有设区市。

建设雄安电网。未来三年计划安排
投资 57.67 亿元，着力打造中国特色国
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雄安示范区。目
前，雄安电网已实现全电压等级开工，

到 2022 年，将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绿
色智能电网，全面保障雄安新区发展用
电需求。

争取外电入冀。通过新建张北—雄
安特高压通道，扩建保定、邢台特高压
站，推进“西电东送”河北通道完善工程。
到 2022 年，河北南网将新增外受电力
744万千瓦，外电占比从26%提升至36%。

补强电网网架。进一步优化各设区
市电网结构，在石家庄、保定分别新建5
座和 4 座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增强

供电保障能力，更好地满足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用电需要。

实施“煤改电”。今年，河北南网将
超前启动“煤改电”工程，提前完成确村
确户，加紧推进26万户“煤改电”任务，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服务新能源发展。在网内新能源装
机已经突破1000万千瓦、占比达到28%
的基础上，河北南网计划再投资4.78亿
元，协同推进配套电网建设，强化并网
服务，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科学有序发
展。

升级农村电网。三年内，河北南网
计划投资 70.43 亿元，完成 6000 个以上
乡村电网建设改造，推动乡村整体化改
造占比达到60%以上，切实让广大群众
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

省税务局全力打造“智慧税务”

193个事项实现
“全程网上办”

河北南网实施三年提升行动计划

彻底解决地区发展用电受限问题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摸排蹲点、乔装改扮、飙车、卧底、
枪战……这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
到的火爆镜头，而是现实生活中我省禁
毒民警的真实经历。他们是不惧刀尖行
走的“破冰者”，更是守护无毒净土的

“隐形”英雄。在国际禁毒日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记者走近我省获得全国禁毒工
作先进的集体和个人，聆听他们的感人
故事，感悟他们的坚守、奉献和担当。

坚守缉毒一线，直面危险
英勇无畏

2018 年 1 月 9 日下午，秦皇岛市长
江道峨眉山路交叉路口人头攒动，突
然，“砰”的一声，两辆车撞在一起。然
而，肇事车辆非但不停，反而一溜烟加
速逃窜。民警布控拦截，合力将这辆慌
不择路逃逸车截停。

“我是外地人，没有驾驶证，看见警
察就害怕。”肇事司机魏某神色慌张。

魏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秦皇岛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禁
毒中队民警的注意。果然，经过对车辆检
查，民警在车门缝隙处搜到了冰毒。

“我见到魏某时，他穿着宾馆的一
次性拖鞋，一名带四川口音的年轻人为
何在年底来几千里外的秦皇岛，我断定
他后面还有‘大货’！”刑侦大队副队长
管豹从事禁毒工作二十余年，一眼就识
破了嫌疑人的伪装。

在掌握魏某的行踪轨迹后，管豹假
装不经意地和魏某聊天，敲山震虎，很
快就让魏某如坐针毡，他没想到初次见
面民警竟对他“门儿清”，不到一个小时
就交代还有一个同伙陈某。

“他很狡猾，带我们抓陈某时，故意
敲另一个房门，还高声喊，想用暗号通
知陈某自己出事了。”管豹说。

陈某听到楼道里有魏某的声音，拉
开了房门，看势头不对，迅速又要关上。
擅长擒拿格斗的管豹一把掰住门冲进
了屋里。

几经周折，陈某藏匿多处的毒品全
被缴获，但还有个事情压在民警心头：
收网时，与魏某、陈某一起到秦皇岛的
童某没被抓获。

禁毒中队民警放弃春节和其他节
假日休息时间，四次前往四川德阳、成
都、眉山等地开展调查。后来获悉童某
因再次贩卖毒品被四川眉山警方抓获，
大家这才松口气。

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如这次一样顺
利。在一次抓捕中，民警赶到时毒贩正
动脉注射，管豹冲上前，毒贩拿起注射
器朝着管豹的手就是一针。而在禁毒民
警接触的案件里，有一半都需要与嫌疑
人正面搏斗……

“还真没想过放弃，舍不得。”管豹
铿锵的语调里多了一丝轻柔，但声音依
然坚定：“干禁毒的，都有一种责任感，
我们绝不让自己守护的土地有毒品。”

推进综合治理，为实现
“零种植”不懈努力

6月16日，赤城县南部山区不时有
小雨飘落，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一支队
伍在冒雨穿行。他们不是徒步登山爱好
者，而是张家口市公安局禁毒民警在进
行毒品禁种踏查。

打击毒品违法犯罪任重而道远，禁
种铲毒更是长久之计。由于地理环境和
历史传统等原因，张家口市的禁种铲毒
工作任务在全省最重、工作难度最大。
在连续多年获禁毒工作先进之后，2014
年张家口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出现反
弹，被国家禁毒委约谈。

“一年内全市毒品原植物实现‘零
种植’！”为尽快扭转局面，张家口市公

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袁龙在全省率先
提出“零种植”的目标。

张家口山深林密，嫌疑人反侦查能
力很强，在种植区域上，他们化整为零，
零星散布在开天窗的地块，发现难度
极大。

“现实和目标之间只有一条路，那
就是行动！”袁龙动员各地制定了详细
的行动方案：对历史种植地块进行全面
排查，竖立警示牌，对大部分野外地块
补种树木或灌木，进行有效覆盖；对从
事过非法种植的人员、有种植嫌疑的重
点人员采集指纹，建立数据库；通过举
报奖励等办法，对罂粟种子进行全面收
缴；动用无人机对历史重点种植区域和
潜在种植区域进行重点航测排查……

从 2014 年底开始，袁龙带领禁毒
支队民警进行入户宣传和重点人员排
查。2015 年三四月份，他们经常清晨五
六点钟出发，背着干粮带着水，从日出
到日落，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山间踏查。
为了避免错季种植，到 6 月份，袁龙又
带队上山，有次不小心把腿扭伤，他忍
着剧痛，一直坚持……终于，2015 年张
家口通过国家禁毒委验收，未发现毒品
原植物种植情况。

张家口禁种铲毒工作打了翻身仗。
然而，袁龙紧绷的弦却并没有放松下
来。为了巩固禁毒成果，他每年都开展
为期7个月的“净土行动”……

如今，张家口实现连续五年毒品原
植物“零种植”，彻底摘掉了全国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重点地区的帽子。

强化预防教育，青春之火
可以燎原

“朝曦，一个阳光且年轻的名字，这
一刻因为四百多名大学生的无私付出
而闪光。”6月23日，得知获评全国禁毒
工作先进集体，朝曦禁毒公益宣讲团的

发起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史景轩
在朋友圈分享这份喜悦。

长期从事禁毒方面的专业研究，史
景轩深知，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做好预防宣传教育是关键。“一个人的
力量毕竟有限，我想让警校学生承担更
多社会责任，像蒲公英一样把禁毒知识
播撒到更广阔的地方。”

2016年3月19日，朝曦禁毒公益宣
讲团成立了。随着宣讲活动的开展，吸
引了越来越多大学生参与，法学专业学
生杨雨森就是其中一员。

恶补禁毒知识，到戒毒所做调查
找案例，查阅资料、完善课件、背诵演
讲稿……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杨雨森和
同学们常常挑灯夜战，所有的课余时间
全用在了宣讲上。

不仅在保定，宣讲团成员利用寒暑
假，回到自己曾经就读的母校开展禁毒
宣传。宣讲中，他们开发出四套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教学计划与课件方案，填补了
当地中小学校毒品知识专业讲师的
空白。

不仅送到家乡，还要把禁毒宣传送
到最需要的地方。2019 年暑假，宣讲团
12名学生成员决定前往贵州省黎平县
朱冠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与支教
活动，对毒品问题严重的地区进行实地
调查。

在那一个月里，杨雨森和小伙伴们
住在老乡闲置的房屋里，因为深居山
林，蛇鼠虫蚁居多，他们的皮肤发红溃
烂，每天睡在潮湿地板上，颈椎也开始
疼痛……

贵州之行，让杨雨森感慨很多：那
里的一些孩子从不知道种植罂粟违
法，到主动给老乡讲禁毒知识，就像宣
讲团从成立之初的几十名成员，发展
到如今的四百余名“终身会员”，“我
相 信 我 们 的 青 春 之 火 ，一 定 可 以 燎
原。”

勇者无畏，守护无毒净土
——我省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掠影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针对
疫情形势，6 月 19 日，省药监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企业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监管
举措，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医疗器械
产品质量安全。

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组织精干力量加大监
管力度，建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清单制和监管人员责任制，针对重点
对象，围绕关键环节，聚焦突出问题，
强化控制措施，全面加强对行政区域
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

重点检查企业原材料、关键零部

件采购是否按照经注册的产品工艺
和技术要求组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的合规性和有效性，是否建立完
备的产品追溯体系，标签和说明书是
否与注册标准一致和出厂检验放行
等，确保企业持续合法合规生产。

重点加强应急审批获证企业的
监督指导，帮扶企业建立健全质量
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能力，切
实将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产品质
量管住、管好。

寓服务于监管，帮扶出口企业
完善产品档案，保证产品出口过程
可追溯。

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对违

法违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
法严惩绝不姑息；强化案件行刑衔
接，突出违法行为处罚到人，形成高
压态势和震慑威力。

各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要强化质量意识，强化全过程质量控
制，严格按照经注册或备案的技术要
求组织生产、进行质量控制和检验放
行，保证研发、采购、生产、检验、销售
等环节始终在质量管理体系内运行。

各有关生产企业尤其是出口企
业，要审慎看待出口业务，确保产品
符合进口国（地区）及我国质量标准
和说明书、标签标识等相关规定，全
力保障出口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安全。

我省强化医疗器械企业监管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产品质量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
会）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6 月 25 日 0—24 时，河北
省无新增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 1 例（本地确
诊病例）。

6 月 25 日 0—24 时，新
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2
例（系国际航班分流石家庄
机场输入）。

截至 6月 25日 24时，河
北省现有确诊病例19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324例（含境
外输入10例），累计死亡病例
6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例、境外输入病例10例，
现有疑似病例0例。尚在隔离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99
人。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17例（含境外输入1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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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6 月 26 日，按照省、市禁毒办部
署，石家庄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
局在地铁一号线北国商城站举
行“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国际
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副省长、
省禁毒委主任、省公安厅厅长刘
凯参加活动。

活动中，刘凯认真观看了禁
毒宣传片和禁毒主题系列展板，
听取了禁毒宣传讲解。刘凯指
出，近年来，全省禁毒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
毒工作系列指示精神，按照中
央、国家禁毒委和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统筹推进打防管治、
社会宣传、基础建设，构建了科
学、高效、有力的毒品治理体系，

各项禁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各级各部门要以对国家、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担当，积极应对毒
情形势新特点、新变化，在打击、
整治、管控、宣传、建设等多条战
线持续发力、攻坚克难，坚定不
移把禁毒人民战争引向深入。

活动吸引了各界群众驻足
观看，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
了毒品模型、讲解了禁毒知识，
在“远离毒品、从我做起”的签名
板上，有上千名群众签字。

据了解，国际禁毒日当天，
全省各级有关单位在线上线下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
成全社会共同抵制毒品的良好
氛围。

我省举行国际禁毒日
主题宣传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据
省气象台监测，6 月 25 日 8 时至
26日 8时，我省多地出现暴雨和
冰雹天气。

具体来看，张家口、承德、唐
山、秦皇岛、保定中北部、沧州南
部、邯郸南部等地出现降水天
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 6.6 毫
米。承德西部和南部、廊坊北部
有9个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暴
雨）。其中，滦平县涝洼村降水量
全省最大，为 96.6 毫米（暴雨）；
丰宁满族自治县富贵山小时降

水量全省最大，为 59.9 毫米。沽
源、丰宁、涞源、易县、保定市满
城区、保定市主城区、廊坊市主
城区、肃宁、东光出现冰雹。其
中，肃宁测站冰雹直径全省最
大，为 3.5 厘米。同时，保定和廊
坊市区出现7级以上大风。

省气象台预计，27 日白天，
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
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
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间阴，其他
地区多云间晴。27日夜间到28日
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
安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
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
石家庄、邢台、邯郸局地有中到
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8 日
夜间到29日，西部和北部地区阴
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今起三天我省多地有雷雨天气

6 月 25 日 8 时至 26

日8时，全省降水区平

均降水量为6.6毫米，

多地出现冰雹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坐位体前屈、垂直纵跳、深蹲、卧
推、30 米冲刺跑……6 月 26 日，
我省118名冬季项目运动员在崇
礼高原（国家综合）训练基地进
行了摸底体能测试，这是我省冬
季项目双周体能训练营的一个
重要环节。

据了解，我省冬季项目双周
体能训练营于6月24日启幕，将
一直持续到 7 月 7 日，内容包括
基础体能训练课、体能达标测试
技术示范公开课、摸底体能测
试、体能训练大讨论、体能测试
规范动作比武等，共有来自高山
滑雪、越野滑雪、单双板 U 型场
地技巧、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冬季两项、速度滑冰、短道速滑、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追逐8个项
目的118名运动员参加。

作为此次双周体能训练营
一个重要环节，摸底体能测试在
6 月 25 日、26 日举行。两天时间
里，所有参加训练营的运动员根
据此前的培训，严格按照《国家
队体能达标测试评分标准（2020

年 2 月版）》的要求，接受坐位体
前屈、30 米冲刺跑、3000 米耐力
跑、垂直纵跳、深蹲相对力量、卧
推相对力量、引体向上、腹肌耐
力、背肌耐力等 9 个基础体能测
试项目的测试。

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训练营
将通过对基础体能逐项培训，让
每一名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能够
掌握9个基础体能测试项目的标
准和规范动作，掌握正确的训练
方法，防止错误动作定型，促进
运动队体能标准化训练水平提
升，积极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

此外，双周体能训练营领
导 小 组 严 格 落 实 各 项 防 疫 要
求，强化防疫措施，对参与本次
训练营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
工作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食
宿训练场地进行全覆盖消毒，
全员验证绿码，坚决杜绝与高
风险地区人员的接触，赴基地
参训人员全部“点对点”接送，
确保安全进行。

我省举办冬季项目
双周体能训练营

6月26日，在
曹妃甸港区港池
岛站，工人从一列
敞口集装箱列车
旁走过。

近日，唐山港
曹妃甸港区为进
一步扩展“海铁联
运”业务，依托敞
口集装箱，接卸转
运国内外货物，提
升货物中转运输
能力。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