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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承德市两级法院以

制度建设为重点、繁简分流为基

础、庭审实质化为抓手，积极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实现了从以侦查为中心到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的

系统转变，促进了司法水平的全

面提升。

全市两级法院结合自身实际，

均制定了 《关于贯彻落实最高法院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实

施方案》，对改革的指导思想、目

标任务、具体步骤等作出了具体规

定，在建立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规

范、提高律师辩护率、推进庭前会

议制度、提高当庭宣判率等方面做

出了详细规定，并成立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积极促成在党委领导下的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各部门的

协调配合。市中院主动与市检察院

沟通，对常见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

细化达成了共识，并共同选择试点

县区，建立符合改革要求的新型诉

审关系。

围绕庭审实质化这一中心，严

格落实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

法庭调查“三项规程”，扎实推进

庭审司法证明、控辩对抗、依法裁

判的实质化。积极落实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和刑事速裁程序改革，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使法官集中精力审

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现“简案

快审，难案精审”。

改革中，承德两级法院严格

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

从无等法律原则，切实防止冤假

错案，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自开展

试点工作以来，值班律师提供法

律帮助的案件 732 件，因开展试

点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952 人

次。通过辩护律师“全覆盖”，为

刑事案件被告人依法行使宪法法

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加有力

的保障。

下一步，承德市两级法院将进

一步巩固改革成果，切实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把每一起

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

检验的铁案。 （王菲）

承德两级法院落实刑事诉讼改革成效显著
▲衡水市桃城区韩普才名下车辆冀

TB5246（摩托车）灭失注销，机动车行驶

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2020 届市场

营销专业本科毕业生毕桐硕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2010536，声明作废。

▲渤海石油职业学院 2011 届涉外

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肖瑞瑞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3941201106001747，

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8 级

护理学专业二班学生王迪恒学生证丢

失，学号：18011090305，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19 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韩子阳学生

证丢失，学号：2019510471，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届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赵欣

艳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P2000113，声

明作废。

▲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2001 届

农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徐晓红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0798120010500654，声

明作废。

▲河 北 工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2020 届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李天帅

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202398，声明

作废。

▲河 北 工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2020 届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卢子豪

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202392，声明

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9 级

护理学专业二班学生赵宏慧学生证丢

失，学号：19011090360，声明作废。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2019 届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舒香媛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191420202882，声明作废。

▲林建光不慎将河北省退役军人优

待证丢失，编号：A04051237，声明作废。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9级中专护理2班学生张云学生证丢

失，学号：300201909015500094，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民警王

平人民警察证、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证丢

失，警号：007428，特此声明。

▲衡水学院 2020 届音乐学专业本

科毕业生董晓楠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2003360，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8

届口腔医学专业专科毕业生汪国林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4011201806001032，

声明作废。

▲河北承德卫生学校 2007 届护理

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李鑫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20070801011655，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2020 届基础

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屈仲原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001767，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王立男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34011201306000478，声明作废。

▲华 北 理 工 大 学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2020 届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

毕业生彭金鑫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20201008104930，声明作废。

▲河 北 医 科 大 学 公 共 卫 生 学 院

2016级预防医学专业5小班学生赵静薇

学生证丢失，学号：16011050145，声明作

废。

产品之丰 高品质国货促
消费升级

11 月 4 日零时一过，石家庄市民刘
琳琳便在电商平台上为购买的君乐宝
小小鲁班儿童成长奶粉支付了定金。
在给予充值优惠的同时，商家还给了不
少赠品，让刘琳琳大呼“买得值”。

两年前，刘琳琳带着家人一起前往
君乐宝牧场参观。一趟参观之旅，让她
放弃了从前使用的洋品牌，转而选择了
君乐宝。

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的消
费者，尤其是 90后、95后等主流消费人
群非常理性，关注点主要在产品品质和
性价比，选购国货成为潮流。截至目
前，君乐宝奶粉的多款单品已稍显库存
紧张，他们紧急安排加大生产，确保提
前配备充足的产品以供第二次大促节
点的到来。

不仅在奶粉领域，各类高品质国货
都在加速添彩美好生活。以新制造为
代表的国货绽放光彩，“中国质造”“中
国智造”乘势而上，扭转着中国货“价廉
质差”的印象，满足着人们从“能用”“实
用”到“好用”“爱用”的要求。

“惠、智、新，三个字就能概括我们的
‘双十一’。”看着后台不断更新的销售数
字，惠达卫浴品牌总监杨红平对记者说。

今年“双十一”期间，惠达卫浴在线
上线下同步发起促销活动，推出了限量
产品最低尝鲜价等大力度优惠活动。

近几年，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智能化产品备受青睐。为此，惠达卫浴
在今年推出大批智能化产品，能自动开

关盖的感应式马桶、能语音对话的智能
马桶圈等产品销量不俗。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质优价美的国
货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智能化和健
康类等产品销量攀升，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

开场一分钟后，天猫平台上的科沃
斯、百雀羚等国货品牌销售额争相破亿
元。苏宁易购平台上，智能马桶销售增
长近 7 倍，功能沙发销售增长近 5 倍。
京东平台上，医疗器械品类的首日成交
额同比增长近 2 倍，营养保健品类则同
比增长超200%。

利用“双十一”消费节点，不少外贸
企业通过出口转内销，积极融入国内大
循环。据介绍，今年将有约30万个外贸
工厂首次参加天猫“双十一”，为消费者
带来高性价比产品。

模式之新 提升供需两端
衔接效率

“3、2、1，上链接。”11 月 2 日 20 时，
在爱尚麻核桃工作室的直播间，一场网
上竞拍准时开启，标的物是一对文玩核
桃——狮子头。经过买家们的多轮竞拍，
这对狮子头被一位北京的买家买走。

爱尚核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付双利每天都会关注直播间的销
售情况。付双利介绍，买卖双方能够实
时互动的直播模式非常适合文玩核桃
的销售。

麻核桃又称文玩核桃，是涞水县的
特色产业之一。付双利的合作社收购
的主要是当地农民种植的麻核桃。土
货成网货，为当地村民打开了一条电商

扶贫的新路子。
自去年“双十一”起，直播带货成为

消费新风潮。直播等创新模式快速壮
大，解锁了新场景，激发了新增长点。
数据显示，11月1日超60位明星、超100
位总裁进入京东直播间，京东直播前10
秒带货破亿元；苏宁易购 11月 1日晚超
级买手直播间，150分钟销售额破亿元。

新业态、新模式在带动销售额攀升
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供需两端的距
离，提升供需两端的衔接效率。

11 月 6 日，在石家庄创美地毯厂的
C2M（用户直连制造）工厂店，一张张花
色各异、尺寸不同的地毯被生产出来，
并将在“双十一”期间发往全国各地。

在 11 月 1 日至 3 日的首波抢购中，
创美地毯的出货量达到了9万余件。这
个成绩，让企业负责人张旭非常满意。

成绩的背后，是企业C2M数字化模
式在发力。以大数据分析代替经验判
断，以销售业绩决定生产计划，新模式
助力企业实现精准生产。

通过直播带货、预售制以及C2M数
字化等新模式，“人找货”转为“货找
人”，“以产定销”转为“以销定产”，既推
动了企业产能有效提升，也促进了传统
产业链优化升级，供需两端之间的衔接
更为顺畅。

物流之便“陆海空”提速
配送时效

“刚付完尾款，快递员就敲门了。”
11月1日零时35分，收到“双十一”期间
通过预售购买的首件商品后，石家庄的
王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今年“双十一”，不少网店开启预售
模式，“冲啊尾款人”上了热搜。支付过
定金的商品早早被送往快递站点甚至
居民社区，在消费者支付尾款后，快递
员便迅速送达。

“人在家中坐，货从八方来。”为应
对快递配送高峰，快递公司不断提高运
力和智能化水平，促使快递“今日达”

“次日达”成为常态。
在百世快递保定冀北基地新址，刚

刚落成的综合转运中心内，一个个快递
包裹在无人操作的皮带机上运转，经过
扫描仪扫码之后，自动分拣落入相应的
格口内。今年，百世快递河北分公司对
各分拨场地及设备都进行了升级改造。

河北顺丰也加大了智能化设备改
造力度。在顺丰石家庄分拨中心，新增
的一套全自动分拣设备能实现每日最
大快件处理量75万件。

今年，河北顺丰还推出“高铁快递”
业务，与陆运、空运形成补充，实现了

“铁、陆、空”全覆盖的运输网络。河北
顺丰相关人员介绍，石家庄的高铁快递
流向在原有的北京、济南、武汉等7个城
市之上，又新增了郑州和开封。

河北省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
管理部总经理封胜辉介绍，为做好“双
十一”期间的寄递服务，他们提前走访
发运量比较大的客户，了解发货需求，
新增 500 台车辆提升运输资源储备，实
行现场7×24小时动态指挥调度。

在 11 月 1 日至 3 日的首轮高峰期，
河北省邮政公司累计进出口邮件量800
余万件，其中进口量318万件，同比增长
33%，出口量518万件，同比增长66%。

“双十一”首迎加长版

内需市场潜力加速释放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10月27
日，伴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一台大型
采棉机驶进南宫市宋旺农场的 400 亩
棉田，所过之处，缀满棉絮的植株顿时
只剩下光秃秃的茎秆。这是省农科院
棉花研究所、南宫市政府、邢台市农业
农村局联合举办的机采棉新品种展示
及农艺农机融合现场观摩会上的场景。

“终于实现机收棉花了，还是机械
采摘好啊！”农场负责人谷庆旭介绍，大
型采棉机一个小时可采收10亩至15亩
棉花，原来靠人工一个月才能摘完的棉
田，如今四五天就能全部摘完，棉花全
程机械化生产真正把农民“解放”了！

我省的邢台、邯郸等棉花主产区

素有“冀南棉海”之称。近年来，因人
工成本提高，植棉机械化程度低等因
素，植棉效益和规模受到一定影响。
如何推进全程机械化生产，减少人工
投入，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摆在我省棉
花产业创新团队岗位专家面前的重要
课题。

2013 年以来，我省棉花产业创新
团队连续多年在南宫试验基地开展从
选育适宜机采品种、田间管理到机械
采收的全程机械化植棉试验示范。棉
花专家把“提高植棉效益、轻简化管理
和机械化采棉”作为主攻方向，选育出
了适合全程机械化管理的新品种，研
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轻简化管理技

术方案，实现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程
机械化作业。

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品种培育、栽培管理、
残膜回收、化学脱叶催熟、机械采收及
棉花清理加工等诸多环节。省棉花产
业创新团队全程机械化岗位专家王建
合研究员介绍，实施全程机械化植棉，
可显著降低劳动强度、减少用工，节
水、节肥、节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明显。据测算，仅机械采棉
环节，一般人工采收每亩需要500元以
上，而机械采收每亩仅需 120 元至 150
元，每亩可节省成本350元以上。

不仅如此，全程机械化生产还使

得管理技术更加精准、良种良法衔接
更加紧密，带来的增产效果也更明
显。南宫市副市长霍秀申介绍，今年
秋收时节，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组成的
专家组对宋旺农场示范田进行了测
产，亩产突破400公斤。

省棉花产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林永增
研究员介绍，近几年的试验示范成果
表明，在冀中南传统棉区施行全程机
械化生产，从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行。
目前，棉花是我省第一大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为 280 万亩。全程机械化生产
在节本增效，特别是对降低植棉成本、
增加棉农收入方面意义重大。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双十一”迎来第12年。各大平

台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各路商家积极

备货，各家快递公司摩拳擦掌，各地消

费者挑选心仪商品……

今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提前打

响，11月 1日至3日开启了第一波抢

先购。更加丰富的国产好货，更加有

效的供需衔接，更加畅达的物流配送，

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数据显示，11月 1日零时开场 1

分钟，天猫平台便有品牌成交额破亿

元；第111分钟，破亿元品牌达到100

个。不断攀升的销售总额和不断刷新

的购物车清单，展示出内需市场加速

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的消费热潮扑

面而来。

减少人工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植棉效益

南宫棉花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

日前，宁晋县
童泰电商产业园
内，员工按照计件
模式进行标准化
作业，确保订单及
时发送。该电商
产业园的日分拣
配送量达5万单，
目前正在为“双十
一”紧张备货。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11月4日，遵化市地北头镇前山屯村的村民在晾晒柿饼。深
秋时节，遵化市地北头镇农民用传统晾晒工艺制成柿饼，供应市场
保增收。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11月 9日下午，“燃动青春 助
力冬奥”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
百所高校系列宣讲活动第一季
在河北师范大学真知讲堂和清
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礼堂同时
启动。

“燃动青春 助力冬奥”北
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校系
列宣讲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
新闻宣传部、志愿者部，北京市
委讲师团、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共青团北京市委，河北省冬奥
办、河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北
省委、河北省委讲师团联合组
织，旨在弘扬奥运精神，普及冬
奥知识，助力实现“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动员全
社会特别是高校青年学生关注
冬奥、支持冬奥，广泛参与冬奥
志愿服务。

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的宣
讲会上，身残志坚、永不服输的
残奥会冠军刘玉坤，中国第一
代滑雪医生付妍，酷爱滑雪运
动的北京市小学生王凯文，参
与修建京张高速铁路的周垚，
里约奥运会语言翻译志愿者刘
晨，带领学生踏雪寻梦的张家
口宣化二中校长孙永青和问不
倒的金牌讲解员姜金玉等 7 名
宣讲员倾情讲述，深深打动了

现场的河北师范大学 500 多名
师生。

该校人力资源专业大三学
生董盼盼表示，这次宣讲活动
让自己既学到了冬奥知识，又
收获了由衷感动，备受鼓舞。
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刘志宇
说，他希望成为北京冬奥会志
愿 者 ，发 挥 专 业 特 长 服 务 冬
奥。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
建兵在致辞中表示，学校将全
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招募
选拔、培训管理和服务保障工
作，同时通过开展校园滑冰培
训、大众滑冰普及、轮转冰及冰
雪球项目推广等，助推河北省
三千万人上冰雪目标实现，为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
力量。

根据计划，“燃动青春 助
力冬奥”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
百所高校系列宣讲活动将在本
月和 2021 年上半年、下半年分
三季举行。第一季将走进京冀
两地 30所大中专院校，举办 30
场宣讲会，其中河北院校10所，
除河北师范大学外，还有河北
科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河北
医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
北方学院、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张家口学院、张家口职业技术
学院、张家口职教中心。

“燃动青春 助力冬奥”

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
高校系列宣讲活动启动
第一季将走进我省10所大中专院校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近日，应急管理部在全国范围
内表彰了第五届全国 119 消防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省有4
个集体和8名个人获此殊荣。

获评全国 119 消防先进集
体的是：正定县常山 119 宣传
队、昌黎县小雨点爱心帮扶救
助中心、沧县捷地乡义务消防
应急队、张家口市崇礼区消防
救援大队。

获评全国 119 消防先进个
人的是：石家庄市一中西山学
校学生谷子衿、河北广播电视
台农民频道栏目主编赵雪飞、
阜城县古城镇党委书记文勇、
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
管理科负责人刘晓峰、邢台市
消防救援支队平安路特勤站四

级消防士蔡伟伟、石家庄市栾
城区栾武路消防救援站专职队
长杨兴华、邯郸市肥乡区团结
路消防救援站代理队长段洪
斌、卢龙县护城河街消防救援
站专职队长杨红军。

近年来，我省社会各级和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认真贯彻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
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
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
参与的原则，积极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扎实开展消防宣传
教育、监督检查、隐患整改、火
灾扑救、应急救援等工作，涌现
出一大批事迹突出、群众认可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效确保
了 全 省 消 防 安 全 形 势 持 续
平稳。

我省4个集体8名个人
获评全国119消防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