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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简 报

本报讯（通讯员李超） 为进
一步加大“税邮共建”力度，拓
宽办税渠道，提高纳税服务质
效，近日，市税务局、市邮政分
公司“税邮双代”业务一季度联
席会议召开。

会上，市税务局第一分局局
长陈瑞就双方 2020 年“税邮双
代”合作项目取得的成绩表示充
分肯定。她指出，税邮业务是依
托邮政点多、面广的地域布局优
势，打通了纳税服务“最后一公
里”，对减轻纳税人纳税负担、降
低征收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截
至目前，全市已开通税邮网点40
个，代开发票70443.2万元，代征

税款 1685.16 万元，服务客户达
9003人次。2021年，要进一步加
快推进税邮业务网点建设，强化
人员合规意识，将继续支持邮政
把“税邮双代”合作项目做大做
强。

据了解，2020 年市税务局与
市邮政分公司开展“税邮共建”，
开启了“税邮双代”合作新模
式。该合作利用邮政遍布城乡的
网点优势拓宽办税渠道，由邮政
开展涉税资料送达、发票配送、
代开发票、代征税款等服务项
目，纳税人可根据业务办理需
求，通过手机办理或就近邮政网
点办理纳税业务，方便群众少跑

腿，极大地节约纳税人的办税成
本，给群众带来便民办税新体
验。

市邮政分公司渠道平台部经
理李小军在会上表示，下一步将
用好邮政资源优势，提升服务能
力，把税邮合作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进一步精心组织，整合渠
道、平台和社会资源，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加大在发票
配送、代开发票、代征税款、税
收宣传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税邮
双方在办事流程、服务渠道、资
源整合“战略互补”基础上促进
双方在更广领域的合作，实现纳
税人、税务、邮政三方共赢。

市税务局、市邮政分公司召开“税邮双代”业务一季度联席会议

强化税邮合作、推进“税邮双代”业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李小军） 4月2日晚，罗
永浩直播间在周年庆之际上架了温县的铁棍
山药，仅40分钟，上架的5000公斤山药便销
售而空。罗永浩本人也被温县人民政府授予

“铁棍山药大使”称号。
本次铁棍山药直播由焦作市邮政分公司

主导。近年来，该分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切实履行央企担当，依托遍布城乡的邮
政快递网络优势及服务三农自然优势，聚焦
乡村振兴，助力农产品上行。为帮助温县铁
棍山药实现畅销，焦作市邮政分公司主动与
罗永浩直播团队对接，直播团队对铁棍山药
进行严格的质量测评后，最终同意在周年庆
这天上架铁棍山药。

据了解，温县的铁棍山药已有超过 3000
年的种植、加工历史，是我国唯一被指定入
药的山药品种。《神农本草经》 载有：“山药
以河南怀庆者良。”温县的铁棍山药也是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具有色白、粉足、质腻、体
坚、味甘、药性足等特点，含大量氨基酸，
味道鲜美，口感干、绵、甜、香，被誉为

“神仙之食”。
目前，被订购的山药正在焦作市邮政分

公司的帮助下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焦作市邮
政分公司严格把控山药品质和各运输环节，
确保山药能安全快捷到达消费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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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成、牛立
海）为不断增强党性意识、纪律意
识和作风建设，近日，市邮政分公
司党委成立5个组织生活会督导
组，对焦作邮政企业各党支部召开
的组织生活会进行全覆盖督导。

会前，市邮政分公司党委委
员分别与被督导党支部对接，了
解该党支部会议准备情况，对支
委成员对照检查材料进行了严格
审核把关。

组织生活会上，各党支部委
员按照流程依次进行对照检查，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班子成员
深入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大家在会上
敢于揭短亮丑、直面矛盾，既从
工作上找差距，又从思想上、党
性上找原因，依次提出了批评意
见，达到了“红脸、出汗、排
毒”的预期效果。

市邮政分公司党委各督导组
对各党支部能按要求进行对照检
查、深入剖析、敢于直面问题的做
法给予了肯定，并对这次组织生
活会的召开和个人查摆的突出问
题进行了点评，要求各位党员在
下步工作中充分发挥此次组织生
活会作用，持之以恒做好政治理

论学习，牢记共产党员第一身份，
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扎实做
好此次查摆问题的整改落实清
单，逐条对照整改到位，树立党员
干部的良好形象，牢记理想信念，
检视思想言行，继承和发扬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焦作邮
政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焦作邮政高质量发展
焦作邮政党委督导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通讯员张红军）为进一步提升邮政窗口
服务水平和形象，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
捷、高效的服务，温县邮政分公司最近全面推进揽投
网格化作业改革进程，将揽投道段单兵作业模式转变
为网格团队作业模式并取得初步成效。

揽投作业网格化是灵活调配、统筹利用揽投人
员、车辆等揽投资源，实行动态排班、团队协作，增
强揽投作业的弹性和灵活性，提高揽投作业效率，增
强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包裹快递业务发展的有效措
施。该分公司为做好网格化揽投改革，一是根据每个
频次进、出口包裹快递业务量变化，灵活调配网格团
队揽投人员、车辆等揽投资源，动态调整揽收和投递
排班。二是在揽投业务量大的时间段，网格团队全员
上岗，揽投业务量小的时间段，动态安排部分人员倒
休，优化揽投部原有替班人员。三是根据网格团队人
员的工作能力，因才施策，协同作业，实现优势互
补、共同进步。四是不同区域不同作业模式，对一般
区域可采取特快、快包、普邮混合揽投作业模式，对
特快市场竞争激烈的政务区、商务区采取专人揽投特
快的分层作业模式。五是不同客户不同作业模式，对
重点协议客户采取专人专揽，一般散户采取揽投合一

作业模式。
该分公司以揽投业务量和客户分布为依据，围绕政圈、商圈将

揽投部服务范围内位置相邻的5条左右揽投道段组成揽投网格，对
应的5名左右揽投员组建网格团队。改革后揽投部的所有投递路段
整合为5个网格，将为温县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用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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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焦邮）中
国邮政定于今天发行《厦门大
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
套1枚，邮票面值为1.2元，计
划发行数量为820万套。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
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
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
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
设的高水平大学。100年来，厦
门大学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
学经验, 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
色，成为一所在国际上有广泛
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

该套邮票采用电脑手绘表
现方式，以厦门大学的标志性
建筑之一群贤楼群为主体，同
时表现了校徽、建南大会堂及
海浪等元素，采用菱形设计，
画面构图严谨、层次分明，色
调清新淡雅，充分彰显出厦门

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蓬勃的
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域特色。
邮票版式借鉴传统中国结的造
型符号，采用中轴对称的形式
进行设计，整体画面富有层次
感和节奏感。

该套邮票由史渊设计，北
京邮票厂有限公司采用两色雕
刻印制。荧光灯下，凤凰花花
团簇拥下的百年校训，跃然方
寸之上。

该套邮票在全国指定邮政
网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
机客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局集
邮微信商城出售，出售期限 6
个月。为更加丰富地展现邮票
内容，中国邮政将通过“中国
集邮邮票百科”微信小程序发
布数字化内容，使用 AR 功能
扫描邮票图案，观看视频短
片，参与趣味互动，在体验邮
票文化的同时，还有机会获得
精彩好礼。

《厦门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税邮双代”业务一季度联席会议现场。 邱 爽 摄

市邮政分公司综合办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 王 成 摄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4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阮春
福，祝贺他当选越南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
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去

年以来，双方守望相助，携手取
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共同谱
写了中越睦邻友好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越关系和两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承前启
后的关键阶段。我高度重视中越
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构
建双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为指引，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
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越南政府总

理，表示愿同范明政总理一道努
力，稳步推动发展战略对接，加
快构建互利共赢合作格局，为中
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当选越南国家主席
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越南政府总理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 月 4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933.2万
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497 列，
运输安全平稳有序。4月5日是
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
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
送旅客1425万人次，计划加开
旅客列车1180列。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各
地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
输组织，持续加大运力投放力
度，灵活加开旅客列车，推出
多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努力
打造温馨旅途。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
在北京南站全面开启京沪、京
津快速进站厅，最大限度减少
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中国铁路

太原局集团公司在北京、上海
等热门方向增开动车组列车11
对，安排13.5对动车组列车重
联运行。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公司在各大火车站服务台增设
城市交通指引功能，与航空、
公交、地铁紧密联动，提供

“无缝接驳”服务。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扩
充西成高铁运能，西安至成都
间实现平均 7 分钟开行一趟列
车，助力沿线游客顺利返程。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
假日期间车站、列车客流量较
大，旅途中请做好个人卫生防
护，配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防疫
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旅行环
境。具体列车开行情况和服务
资讯信息，可在铁路12306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查询。

全国铁路迎来清明小长假返程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1425万人次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获悉，今年3月，全
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080.4万件，环比
增长9.7%、同比下降27.1%

（据新华社）

新华社昆明 4 月 5 日电
（记者姚兵）云南省瑞丽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4月5
日发布通告，姐告国门社区等
3 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鑫盛
时代佳园小区等 6 地调整为中
风险地区。

通告称，经瑞丽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从 5 日 19 时

起，瑞丽市有 3 个高风险地
区，分别为：姐告国门社区，
团结村委会金坎、弄喊片区
（瑞丽大道以南），仙客巷和光
明巷居民小组；中风险地区 6
个，分别为：鑫盛时代佳园小
区，瑞京路红砖厂，星河蓝湾
小区，双卯村民小组，下弄安
村民小组，珠宝街老食品厂家
属区。

云南瑞丽3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6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新华社雅加达4月5日电（记者余谦梁）据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5日消息，该国东努沙登
加拉省4日发生的洪灾目前已造成68人死亡、至
少70人失踪。

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拉迪提亚·贾迪5日
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说，洪灾已经影响到东努沙
登加拉省11个县市。他说，洪灾还造成至少15
人受伤、2600 人受灾。灾区数十所房屋被洪水
冲走或被泥浆掩埋，一座桥梁被冲垮，一艘船沉
没。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的继续，预计本次灾害
导致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还将进一步增加。

印尼总统佐科5日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要
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做好受灾地区灾民疏散撤离工
作。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印尼雨季，山体滑坡
和洪涝灾害多发。

印尼
洪灾致68人死亡70人失踪

新华社达卡4月5日电（记者刘春涛）孟加
拉国消防与民防部门官员5日对新华社记者说，
首都达卡附近地区4日傍晚发生一起沉船事故，
已造成至少26人死亡。

消防与民防部门官员艾尔沙德·侯赛因表
示，当地时间4日18时左右，在距离达卡约20
公里的纳拉扬甘杰地区，一艘载有约50名乘客
的渡船与另一艘船发生碰撞后沉没。截至5日下
午，救援人员已发现26名死者。

目前，沉船已被打捞上岸，相关救援行动仍
在继续。

孟加拉国
沉船事故致26人死亡

新华社纽约4月4日电（记者刘
亚南）上万名示威者4日在美国纽约
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要求政府
采取措施打击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
仇恨犯罪，并呼吁亚裔团结起来捍卫
自身权益。

当日，亚裔维权大联盟联合约
200 个少数族裔社团在曼哈顿福利广
场组织集会并发表演讲，随后游行队
伍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来到布鲁克林
的卡德曼广场集合，并在那里继续集

会和演讲。
亚裔维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善庄

在集会上表示，尽管过去100多年来
亚裔为美国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亚裔
的权益至今没有得到美国联邦政府重
视。他表示：“亚裔不是替罪的羔
羊，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和发声，让外
界知道我们面对歧视、仇恨、暴力时
所承受的苦难！”

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席牛红在
集会上表示：“希望所有的亚裔能够

走出来、站出来，为我们的权益发
声。”牛红说，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
当天也组织多个社团参加集会和游
行，旨在表明所有亚裔不再沉默，要
停止仇恨犯罪和暴力。

美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针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断升
级。仅过去一周，纽约市就发生多起
针对亚裔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截至目
前，有近2000名志愿者参加纽约市“安
全步行”社团，为亚裔出行提供陪护。

美国纽约举行大型集会
反对歧视和仇恨亚裔

4月4日，
人们在美国纽
约参加游行反
对亚裔仇恨。

当天，大
量示威者在美
国纽约举行主
题为“停止仇
恨犯罪、反对
种族歧视、捍
卫亚裔权益”
的大型集会游
行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