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晋县税务局利用大厅
智能设备、税企微信交流群
等载体，向纳税人宣讲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减税降费
工作要点，确保纳税人及时精
准掌握涉税政策措施。

（孙少坤 摄）

近日，邢台县宋家庄镇
政府和邢台县税务局联合开
展助贫帮困志愿活动。40
名志愿者共帮助土门村栽种
板栗树300棵。

（闫军安 摄）

财税财税快讯快讯
●近日，为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

实，清河县税务局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
政策宣传辅导，增设“减税降费咨询专岗”，
并建立分行业、分规模、分税种的政策减
免“一户一档”，全面掌握应当享受政策
优惠的户数及相关情况。 （李双建）

●近日，任县税务局通过培训辅导
会、一事一辅导上门解答政策、发放政
策资料、政策专家团队定制辅导等方式
进行“减税降费”政策培训，使纳税人全
面了解这一“税收红包”，受到纳税人广
泛点赞。 （孟贵军 邢泽志）

●近日，南和县税务局开展辖区企
业“上门问需”活动，为企业送上最新税
收优惠政策汇编，当面了解纳税人在减

税降费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及个性服务
需求，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张建广）
●市开发区税务局坚持把线上宣

传、线下辅导相结合，通过网上课堂、
QQ、微信群等信息技术手段，第一时间
把最新、最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送到纳
税人手中，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应知尽
知”，减税降费红利“应享尽享”。（白广伟）

●巨鹿县税务局为缓解办税压力，
在征期内全面实施延时服务，为纳税人
办理涉税事项，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
强化导税队伍、增设办税窗口、落实预
审服务，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让纳
税人体验到更快捷的办税。（张飞雨）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经济 3责任编辑/都玉红 校对/苗 帅 微机操作/李 丽 XINGTAI DAILY

本报记者 郭文静
通 讯 员 许金亭

近日，记者见到清河县华艺种
植合作社负责人韩冬雪时，她正忙
着联系新建暖棚的事，一个电话就
打了半个多小时，挂了电话她已是
口干舌燥。她告诉记者，今年的心
愿就是再投资150万元新建5个暖
棚和48个普通大棚，让一方百姓
更多地享受设施农业带来的收益。

眼前这位利落朴实的“农场
主”韩冬雪原来是一位吃财政的公
务人员。工作后，每当她返回故里

孝义屯村，看到乡亲们仍在按照传
统耕作方式种地过日子，萌生了成
立农业合作社带领乡亲共同奔富路
的想法。

2013年春天，她说服了家人，
放弃自己的“铁饭碗”，在桑梓故
里孝义屯村流转了1000多亩耕地建
起合作社。

“以前，我和老伴两口种7亩
地，仅能维持生计。自从土地流转
到合作社，每年不仅能获得流转费
6520元，还有在合作社工作收入的
36000 元。”孝义屯村农民薛召良
说。

整个孝义屯村，像薛召良这样
靠加入合作社致富的已有 200 多
户。

在合作社设立之初，韩冬雪就
立志主打精品农业牌。于是，在农
产品的选种、种植和养护上格外用
心。合作社设立前，她就忙着走东
奔西参观学习并掌握农业新技术，
还聘请了专职农业技术人员。流转
完土地当年，她就开展裸地无害化
小麦、玉米和设施有机蔬菜、瓜果
等作物的种植。

果然，好货不愁卖。瓜果蔬菜
一上市，就成为山东夏津、河北武

强、衡水等地大型超市以及北京新
发地批发市场的抢手货。

这两年，伴随合作社种植管理
的精细化，用工也逐年增多。每年
的人工费用高达60万元。这样一
来，除了本村村民外，邻村的农民
也加入到合作社。

几年来，韩冬雪把合作社办得
风生水起，不但受到百姓赞许，也
得到了领导和上级授予的荣誉：
2018年8月，合作社被评为“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她本人还获
得国家农业农村部举办的2018年度

“全国十佳农民”资助项目提名。

韩冬雪：办好合作社带富一方人

创业创业明星明星

经济经济观察观察
经济经济动态动态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张瑞亮）
为做好新颁布或修订快递行业法律法
规的宣传和培训工作，近日，市邮政管
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入企对从业人员进
行宣讲授课。

执法人员对《快递暂行条例》《邮件
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快递业务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法律责任
条款进行了重点讲解，现场答疑释惑。
还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作为“送法入
企”的规定动作，从安全生产设备配备

使用、“三项制度”“涉枪涉爆隐患排查”
“应急处置”等方面，对企业如何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进行详细讲解。他们
将之前查办的和全国其他地区发生的
各类行业违法案件进行梳理汇总，现场
开展“以案释法”，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守
法经营意识。

截至目前，市邮政管理局已入企3
次，培训人员80余人次。下一步，他们
将与公安、国安、扫黄打非等部门联合
开展宣传培训活动。

市邮政管理局

开展“送法入企”宣传培训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乔娜
甄燕）春节过后，位于巨鹿县京鼎大健
康产业园的京鼎检验检测中心招聘了
一批人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
作的巨鹿人景笑天通过应聘，成为京鼎
检验检测中心的一位技术员。

“目前，检验检测中心拥有员工近
60名，其中超过一半为巨鹿人。”京鼎
大健康产业园的负责人陈振兴博士介
绍说，他们许多人像景笑天一样，开始
在外地打拼，后看到家乡有好的发展前
景返乡工作。

京鼎检验检测中心是我市第一家
省级认证的综合性第三方民营检测机
构，检测范围包含饲料、水质、食品接触

材料、农产品等，检测项目达1600多项。
项目扎了根，发展好，乡土人才就

会争相归来。陈振兴介绍，目前该中心
的检验检测业务覆盖到河北省所有地
级市，扩展到河南、上海等地。随着业
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巨鹿人才开始
向他们投送简历。春节后，他们招聘了
5名技术人才，都是巨鹿县的本地人。

景笑天说：“以前在北京工作，是因
为所学专业在家乡无‘用武之地’。现
在在这里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能照
顾家人，真是太好了。”

“今年京鼎检验检测中心的检测项
目将增至近3000项，到时候会需要更
多的技术人员。”陈振兴说。

巨鹿：好项目“引凤归巢”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李云峰）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即将到来。据统计，2018
年，全市12315机构依托12315系统
共计受理消费者各类诉求 15499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1.4万
余元。其中，受理投诉7853件，家
居用品、汽车等消费领域是维权热
点，非现场购物纠纷居高不下。

非现场购物纠纷居高不下

网络购物是目前发展最快的交
易方式，由此带来的消费纠纷也与
日增长。其他类非现场购物方式
中，电视购物、微商购物等也是消费
纠纷多发地带。

去年，消费者刘某通过微信在
某食品公司订购一批邢台3113板
栗，共计11包，总金额为7510元，加
上运费共计7720元。收到货后，刘
某发现栗子质量与商家的描述严重
不符。他当即与商家沟通，商家同
意退货退款，于是刘某把货邮回去
了。但商家收到货后不履行承诺，
以各种理由不退款。接到刘某投诉
后，邢台县消协人员调查了解到，原
来板栗退回后，品相变差，外包装也

有损坏的地方。经调解，刘某同意
负担来回的运费；商家承担商品损
失，为其退款6900元。

非现场购物纠纷主要表现为：虚
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等购物陷
阱问题突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型
号、款式与实际约定不符、商品质量
存在瑕疵；消费者付款后经营者拖延
发货，甚至不提供货物；经营者无正
当理由拒绝或拖延承担售后义务。

家居用品类商品投诉上升

在商品类投诉中，受理家居用
品投诉1176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
16.5%。

消费者王某在邢台某大型家居
商城购买了一套品牌实木家具，价
值6万元。后再次购买了该品牌价
值1.5万元的家具。在使用过程中，
王某发现衣柜、茶几、餐桌、书桌、床
头等多处地方出现开裂现象。王某
与商家多次沟通协商未果后，来到
市消协投诉。由于该套家具厂家已
停产，退换比较困难，经协调，最终
商家答应为王某购买的家具提供终
身免费维修服务，并赠送一张榆木
罗汉床作为补偿。

据了解，这类商品消费者反
映的问题主要有：家具售后安装
服务不到位，家具送到后却迟迟
没有相关人员前去安装；个别品
牌家具使用材料不达标，有害物
质超标；消费者交付定金后，商家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送货或消费者
收到的家具与约定不符；家具质
量问题，如刚买的家具就出现裂
纹、变形等现象；在承诺的质量和
售后服务保证期内家具出现问
题，销售者拒不履行责任。

交通工具类产品及维修投
诉问题突出

去年，消费者沈某反映，在邢
台某车行购买一辆现代汽车后发
现，商家自已改动了实际公里数，
且轮胎侧面有裂痕。购买时商家
未如实告知。沈某多次找商家协
商遭拒。经邢台县消协工作人员
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家对欺
瞒消费者的行为道歉，并赔偿沈
某3000元。

据统计，去年12315系统受理交
通工具类投诉1025件，占商品类投
诉总量的14.4%。

与此同时，来自制作保养和维
修服务的问题也日益增多。2018
年，12315 系统共受理制作保养修
理服务投诉数量 80 件，占服务类
投诉数量 11.3%，在服务类投诉中
排名第二。

消费者武某是沧州人，去年
驾车旅游在邢台段发生事故。随
后，到邢台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维修汽车。当时维修人员检查后
说，汽车需更换方向机和后桥，加
上其他维修项目共花费 5000 元。
回到家后，武某找到汽车维修单
位复检发现，方向机和后桥还是
原车的，商家并未更换。之后，武
某找到原修车公司解决，要求对
方退还当时方向机和后桥“更换”
所花费的 1000 余元，商家不予以
解决。投诉到桥东消协后，经工
作人员多次沟通调解，商家最终
退给武某1000元。

据了解，维修服务领域的投诉
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不履行
三包义务或商家承诺，在保修期内
更换的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时，拖
延或拒绝修理；修理者不予出具维
修凭证，不履行服务承诺；同一故
障，修理多次仍无法排除。

去年12315受理投诉7853件
家居用品、汽车等是维权热点，非现场购物纠纷居高不下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李云峰）去年以来，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积极关注消费者投诉举报热
点、社会反映集中点，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
管，开展“红盾护农”专项行动，不
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促进
商品和服务质量整体提升，维护广
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加大 12315 维权力度，提高消
费者满意度。在12315热线受理基
础上，该部门加大全国 12315互联
网平台宣传和应用，使得热线与互

联网充分结合，进一步畅通了消费
者诉求渠道，实现了对消费诉求的
网上接收、网上处理、网上跟踪督
办。

推动供给质量提升，提高经
营者诚信度。通过开展2017年度
市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评
选工作，培树了一批信誉良好，诚
信度高、消费者满意度高的示范
单位和典型，在其示范带头作用
下，各职能部门参与到放心消费
创建中，推动了全市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开展。

加大商品质量和有关服务领
域执法力度，提高消费环境安全
度。去年以来，全市开展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抽检628批次。市本级还
首次开展第三方交易平台网络交
易商品抽检。重点针对群众关注
多的清河羊绒、平乡广宗自行车、
南宫羊毛坐垫，首次在天猫、京东
平台交易的商品抽检25批次。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体育健身、文化娱
乐、美容美发、餐饮服务、维修保养
等行业预付费消费侵权行为专项
整治行动，组织电动自行车销售单

位开展行动约谈，督促销售单位依
规守法经营。

开展“红盾护农”专项行动，规
范农资市场环境。该部门要求农
资经营者建立进销货台账，索票索
证制度，规范农资经营行为。认真
组织开展化肥抽检工作。严厉查
处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
为。去年，全市共检查各类农资经
营户 1400 户次，发放宣传单 6000
余份，抽检化肥727个批次，查处各
类农资违法案件68 件，罚没款达
35.3万元。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四大举措改善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路遥 通讯员柴昭柯）
日前，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我市
2017 年至 2018 年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和成果转化项目进行了评审验收，
其中宏博牧业、农业园区、中沃农

业、华杨良种等4家企业承担的项目
通过验收。

至此，我市2017年度获批立项的
4个农业科技园区建设项目和3个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部通过验收。

我市4个农业科技项目通过验收

近日，平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山寨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监管对象
86户次，依法暂扣8个种类的山寨产品284件。

(郭铮 张辉 摄)

本报讯（李建宏 王辉
张国荣）在 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来临之际，我市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和商品抽查活动，积极推动
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切实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南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中开展熟肉制品生产经营
治理、大中型聚餐餐饮单位
整治、校园食堂安全检查、非
洲猪瘟防控和山寨食品清查

“五个专项行动”，护航食品
安全。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处理
群众投诉。清河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强化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学校食堂、三小等重点
领域的监督检查，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

33··1515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近日，省工
信厅公布2018年度河北省中小企业名
牌产品名单。我市根力多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金泰成环境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喜德来家具实业有限公
司、河北普乐泵业科技有限公司、精晶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22项产品

名列其中。
据悉，我省共有220项产品获此称

号。该称号有效期为三年。下一步，市
工信局将不断强化质量和品牌意识，
继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
略，紧紧依靠技术创新，不断加大品牌
培育力度，争创更多更好的知名品牌。

我市22项产品

获评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

近日，邢台顺桥公司联
合茅台股份公司法律知保部
河北省区工作人员现场销毁
假冒茅台酒空箱160余个、
空酒瓶500余个。同时在该
公司举办了茅台酒免费鉴定
活动。 （路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