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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购置税减征政策实施半月

我 省 2.0 升 及 以 下 排 量
乘用车销量环比增长28.1%

减免税款17881万元

今年新建“口袋公园”102个，已建成
69 个，完工率 57.5%；完成城市公共停车
位建设9733个，占年度任务的54.1%……

日前，记者跟随省发改委联合相关单
位组织的 20 项民生工程建设探访团，在
邯郸城乡街头见证民生工程给群众带来
的幸福。

夜景“活”起来，灯光“动”起来

“沁河沿岸亮起了彩灯，像一条蜿蜒
的长丝带。”每天傍晚，复兴区居民张辉都
要沿着沁河漫步，两侧绚丽的灯带让他感
觉赏心悦目。

像张辉一样，最近不少在邯郸园博园
周边散步的市民发现，不仅园内灯光璀
璨，周边夜景也越来越美。

为美化园博园周边环境，城市改造提
升工程实施以来，复兴区建造了约20.5万
平方米的沁河千米竹林生态园，园内设置
了文化记忆、生态休闲、活力漫步三个区
域。生态园建设伊始，便考虑到夜间亮
化，增加了光带投影，并融入国风元素，使
得夜晚景致绚丽多彩。

今年以来，围绕“西部生态不夜城”建

设目标，复兴区遵循“简约而不简单、突出
复兴特色”理念，以城区出入口、街路楼
宇、标志性建筑物、游园广场等关键位置
与节点为重点，实施夜景亮化提升工程，
通过点线面结合，融入赵文化、钢铁文化、
生态文化和现代文化等元素，打造美丽
夜景。

复兴区的璀璨夜景是邯郸市夜景亮
化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邯郸市以

“一街一景、一路一貌、路景协调、格调高
雅、打造精品、彰显特色”为目标，打造有
品位、有内涵、彰显地域特色的城市亮化
景观，进一步提升主城区夜景照明亮化
环境。

邯郸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三
级调研员刘伟石介绍，在稳步实施新增
亮化工程的同时，该市还对现有城市亮
化工程进行深度改造，统筹考虑功能性
照明和景观性亮化，更加注重灯光的动
静结合、色彩变换，注意相邻建筑物的协
调一致、联动互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在视觉效果上突出层次感、立体感、
互动感，让城市夜景“活”起来，让亮化灯
光“动”起来。

“城市夜景不但要漂亮，还要安全适
用。”刘伟石介绍，该市要求夜景照明设施
配备防水、防火、防风、防漏电、防爆、防雷
击等保护设施，确保设置牢固和使用期间
安全。截至目前，今年全市重要节点景观
亮化工程开工57个，已完成38个，完工率
70.3%。

出门有游园，散步闻花香

6月14日，走进曲周县公仆路与建设
街交汇口北侧的“口袋公园”——康乐园，
一片绿色映入眼帘。

游园绿荫掩映下的廊亭里，群众正在
休闲纳凉。秋千摆动，孩子们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游园修在家门口，我每天都会
带着孩子来这里玩儿。这里不仅环境美，
还有秋千和滑梯等游乐设施，孩子来了就
不想走。”居民杨天宝说，这里原是一家废
弃的灰膏厂，厂子后面原来是一座垃圾
坑，每到夏天，臭气熏天，如今环境彻底变
了样。

“康乐园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绿地
面积 1.38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90%以上，
不仅是群众家门口的公园，还是党员示范

园。”曲周县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袁东
明介绍，该园由党员长期监督管理，结合

“主题党日”“每周一学”等节点，每周都有
党员在此开展集中义务劳动。

在曲周县城区，“口袋公园”如玉珠般
散落在大街小巷，成为靓丽的城市名片。
今年以来，曲周县围绕“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目标，结合城市拆违拆迁，利用空
白地、闲置地等建设“口袋公园”，让百姓

“出门有游园，散步闻花香”。
为破解公园建设中的用地难题，曲周

县建立了“利用道路拐角破硬增绿新建一
批，拆违拆迁新建一批，道路绿地改造一
批，拆墙透绿提升一批”的“四个一”用地
机制。通过“财政拿一部分、单位筹一部
分、社会资金用一部分”方式，统筹使用社
会资金和债券资金，打破建园资金瓶颈。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2000万元新改建“口
袋公园”27个。

针对今年疫情对城市更新工程带来
的影响，邯郸市建立审批“绿色通道”，实
施民生工程“月通报、季调度、半年督导、
年底考核”工作机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健全完善长效管理制度，确保项目持久发
挥效益，真正惠及群众。

邯郸：城市更新让环境更宜居
——20项民生工程建设一线探访②

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6月15日，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万亩核心示范方，成方成片的麦田，满
目金黄，麦香扑鼻，一辆辆小麦联合收割
机纵横驰骋。看着从联合收割机中哗哗
流出的麦粒高高堆积，种粮大户刘召斌乐
得合不拢嘴。

记者上前打招呼：“今年收成不赖
吧？”“不赖不赖，俺种的强筋麦，产量不
低，价格也比普通麦高不少！”对于收成，
刘召斌充满自信。他说，今年种植的800
亩藁优2018，每亩能产600公斤优质强筋
小麦。

“俺家小麦不愁卖！”刘召斌说，他和
五星面业、晨风面业等公司签订收购协
议，1公斤小麦可以卖到3.2元左右。

在位于藁城区贾市庄镇贯庄村的五
星面业，一粒粒小麦经过清洗、风干等十
几道工序，有的会变成高筋雪花粉。这种
面粉最适合做拉面、蒸包子、包饺子，是制
作藁城宫面的专用小麦粉。

至此，刘召斌的优质强筋小麦实现第
一次华丽变身，附加值明显提高：一袋25
公斤的高筋雪花粉销售价是 120 元，1 公
斤4.8元。

“我们直接把农户的小麦从田间地头

运输到公司，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保证
面粉品质。”河北省五星面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新良介绍，公司小麦加工量可达700
吨/日，产品形成了高、中、低档二十余个品
种。今年，公司计划收购藁优麦2万吨。

接着，这些高筋雪花粉有的被做成拉
面、速冻饺子、包子等，有的会来到河北庄
润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历第二次

“变身”，被加工成藁城宫面，再通过物流
送到各地的商超货架。

加工企业是粮食产业链条上的重要
一环，上连农户，下连市场。河北庄润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素江介绍，藁城宫面

以精粉、精油、精盐为原料，经独特工艺制
成，条细空心，油亮洁白，但过去由于没有
强筋面粉，加工企业只能靠在面粉中增加
食盐来提高宫面的筋道和爽滑。如今，用
强筋小麦加工的面粉由于蛋白含量高、面
筋强度高、延伸性好，已是制作宫面的优
质原材料。

从强筋小麦到高筋雪花粉，再到藁城
宫面，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产品附加值也
越来越高。经过开条、擀大片、盘大条、刷
香油、盘中条、盘小条等十几道工序加工
成的藁城宫面，1公斤可卖到20多元钱。

订单农业，串起产、加、销产业链条。
藁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藁城
区高度重视小麦生产，依托强筋小麦产业
资源优势，按照“一产做专、二产做精、三
产做优”的总体思路，形成了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区较
非示范区增产5%以上，每亩节本增效100
元以上，强筋小麦产业年总产值达到115
亿元。

串起产、加、销产业链条

一粒优质强筋麦的增值之旅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
员李文英）6 月 1 日，我国对部分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开始
实施。来自省税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15日，我省2.0升及以下排
量 乘 用 车 销 售 数 量 环 比 增 长
28.1%，减免税款17881万元。

为促进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
业发展，我国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
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
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经测算，
一辆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30 万
元的车辆可享受15000元的购置税
优惠。

省税务局负责车辆购置税业务
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减征部分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在办理流程上与
以往相比没有变化，纳税人可以通
过办税服务厅、河北税务 APP 等渠
道办理，符合条件的车型会自动减

半征收。
为确保政策落实落细，我省税

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政策宣传，在办税服务厅设置
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政策咨
询岗的同时，税务人员还走进辖区
内部分4S店，向购车消费者讲解有
关政策。

这是我国首次对 2.0 升及以下
排 量 乘 用 车 减 半 征 收 车 辆 购 置
税。为刺激汽车市场消费，此前国
家还出台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购置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2009 年、
2015年，国家曾出台过阶段性减征
车辆购置税政策，当时针对的均为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今年的
减征政策明确为 2.0 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将更多乘用车纳入了可以
享受政策的优惠范围，在鼓励大众
消费的同时，进一步加速汽车市场
回暖。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
讯员贾彬）近日，由河北省自然资源
厅指导，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研究中心组织制订的《村庄规划技
术规范》在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官方网站公开发布。

《规范》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村庄分类
指引、村庄定位和人口规模分级、
村庄用地分类和要求、国土空间布
局、生产经营设施用地布局、宅基
地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道路
交通和公用设施布局、安全防灾、
绿地和景观风貌、历史文化保护、

规划成果等16章。
《规范》结合我省实际，明确了

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
类、搬迁撤并类、保留改善类等不同
类型村庄的主要特征和规划编制重
点，提出了不同类型村庄在宅基地
用地规模、设施配置等方面的差异
化策略。

《规范》注重全域全要素管控，
突出“多规合一”，重点在保障村民
合理宅基地需求、公共服务设施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细化，
为全省村庄规划编制、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河北地方标准《村庄规划
技术规范》公开发布

如何防治二点委夜蛾？
植保专家给出建议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目
前，我省正处于小麦收获、玉米播种
季节，也是二点委夜蛾生态防控的
关键期。如何有效防治二点委夜
蛾？植保专家、河北省农科院董志
平研究员，给出生态调控防治二点
委夜蛾的方法。

董志平介绍，还田的小麦秸秆
和麦茬容易形成玉米苗基部麦秸覆
盖的遮阴环境，这是有利于二点委
夜蛾积聚性暴发危害的根源。而常
规喷药打不到麦秸遮盖下的幼虫，
撒药饵费时费工效率低，难以进行
大面积防治。二点委夜蛾幼虫在玉
米出苗后开始危害，到被害幼苗萎
蔫产生可见后果只需要4天时间，这
时候再采取措施就来不及了，只能
眼看着大量玉米幼苗被害虫咬死。

“防治二点委夜蛾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小麦收获到玉米播种期间，
及早做好生态调控措施，通过处理
麦秸和麦茬，破坏掉二点委夜蛾的
适生环境。”董志平说，生态调控可
将防治关口前移，完全替代化学农
药防治措施，可以实现源头治理，不

用喷农药，绿色又高效。
董志平介绍，采取生态调控措

施让二点委夜蛾无处藏身，目前的
小麦联合收获机械和玉米播种机械
可以采取下面的方法——

小麦秸秆粉碎还田。使用带有
秸秆粉碎装置的小麦联合收割机，
对小麦秸秆进行细粉碎，麦茬不高
于 15 厘米，麦秸长度小于 10 厘米，
小于5厘米防效更好。

机械灭茬。小麦收获后利用灭
茬机将麦秸、麦茬粉碎并压实，如果
麦秸在田间呈条带状分布，可只对
条带状分布的麦秸灭茬处理。

清除掉玉米播种行的麦秸。小
麦收获时，麦秸粉碎得不够短，麦茬
上还有一些麦秸，玉米播种时就要
清除掉玉米播种行的麦秸，可以用
清垄播种机、旋耕播种机、深松播种
机等，开沟要宽、要深，都能达到很
好的效果。

小麦收获后，用打捆机把麦秸
清理出田间进行综合利用。

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能
避免二点委夜蛾危害，减少损失。

中铁建设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践行社会责任 点亮美好生活
中铁建设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始终坚持把践行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
展战略，用爱和温暖点亮生活，传递正
能量，书写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
担当答卷。

共克时艰，守望相助。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公司昆山项目部
员工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组织人员到核酸采样
点做志愿者，积极配合社区防疫工作，
带头宣传引导，维护秩序，缓解点位人
手紧张问题；为防止园区住户遗漏未
做核酸，项目部组织人员逐一通知，安
排专人引导住户分批、有序前往核酸
检测点检测；每天对园区外围、公共走
廊、电梯、垃圾站房、卫生间等公共区
域进行消杀，通过精准防控，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以“小区”带动“大
区”，确保管辖区域零感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公司
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
方式，南区项目部联合八宝山南路 29
号院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在行动”知
识讲座，专家向小区居民详细讲解了
垃圾分类常识，对小区内生活垃圾如
何进行分类以及怎么分类，分类后如

何进行处理等相关问题，逐一答疑解
惑。活动现场，该公司还发放垃圾分
类宣传单，向小区居民推广垃圾分类
措施，践行垃圾分类理念，迅速营造
浓厚氛围。为让垃圾分类更加深入人
心，知识讲座之后，邀请小区广大居
民现场参与，设置卡片让居民判断属
于哪类垃圾，引导大家践行生态文明
理念，正确分类生活垃圾，积极参与
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共创社
区美好生活环境。该公司创业大厦项
目部志愿者们联合苹果园楼宇工作
站积极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大家认真填写垃
圾分类知识问卷，活动现场还为每人
准备了印有垃圾分类标识的桌面收
纳盒，让环保理念深入到每个人的
心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该公司涿州项目部每年定期
联合涿州市清凉寺卫生院及理想城社
区在紫荆小区职工之家开展65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医护人员仔细
检查老人们的身体状况，询问日常生
活习惯，耐心解释检查结果，还细致地
为老人讲解疾病防治知识，针对老年

人日常饮食规律、常见慢性疾病和部
分老年人以往病历，进行了健康状况
评估，建立了健康档案，把爱心和健康
理念传递给了老人们，赢得社区居民
一片点赞声。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该公司积极倡导崇
尚节俭、科学饮食的生活理念，注重加
强舆论引导、养成行动自觉，以“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为主题，在管理范围内深
入持久开展主题宣传，通过电子屏、宣
传展板，张贴宣传标语或宣传画、摆放
提示牌等多种形式进行引导，营造了良
好的舆论氛围。

同时，开展了“中铁建设‘光盘’一
族打卡”活动，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
的精神，节约粮食。该公司各项目部纪
检员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
监督履职的重要内容，强化日常监督
检查，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推动形成
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
强大合力。

不忘初心,砥砺向前。中铁建设集
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一如既往地播
洒爱心、承担责任，为美好生活赋能，
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张淑洁）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022届俄语
专业本科毕业生张晓璇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2025653，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2022届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毕业生胡国玉三方协议书丢
失，编号：0221806，声明作废。

▲沧州交通学院2022届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本科毕业生王冠尧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21420200151，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2022
届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王云灏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20447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2022届护理
专业本科毕业生崔文浩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2134150261，声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王永
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7898，特此声明。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2022届土木
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张宁凯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5079342，声明作废。

▲李金明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 票 代 码 ：113002120011，发 票 号 码 ：
00915966，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2008届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王森霖（现用名：王

贺）报到证丢失，编号：081009902024，声明
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022届汉语
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赵建霞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2015020，声明作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22届英语专业
本科毕业生张红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02202295，声明作废。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雄安分公司不慎将河
北雄安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办公区 A 栋 2 层
203 单元租赁保证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0001201，开票日期：2020年6月24日，金额：
170666.64元，声明作废。

▲王思佳护士执业证书丢失，编号：
202213000332，声明作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2022届中
医学专业毕业生杜羽佳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202940，声明作废。

▲ 王 铎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 ：
100308，特此声明。

▲廊坊师范学院2022届汉语言文学专
业毕业生韩婉婷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2222167，声明作废。

▲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不慎将河
北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H4 单元收款收据丢
失，收据号：0001217，金额：11383.5元，开票
日期：2020年10月15日，声明作废。

▲宋 立 辉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 ：
044425，特此声明。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022届汉语
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张子怡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2015112，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2022届临
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杨佳琦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2222514，声明作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2022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本科毕业生李佳阳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02201681，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2020届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本科毕业生屈禹秀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000588，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2022届汉语言
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郭康宁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210099，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2006届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专接本）本科毕业生赵艳梅就业
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2019届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王明月报到证丢失，声
明作废。

▲河北金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8MA0GFRG68E）财
务专用章（编号：1301028685860）丢失，声明
作废。

近日，工人在
石家庄晋州一家制
冷设备企业的生产
车间工作。

今年以来，石
家庄市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落实各项惠
企政策，持续加大
助企纾困力度，多
措并举促进经济稳
增 长 ，取 得 良 好
效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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