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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空税

6月24日傍晚，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大
风天气席卷市区，造成多处广告牌脱落、
围挡倒塌、彩钢破损、树木拔起……

就在强风尚未消缓、降雨紧随而至
之际，临汾燃气公司管线所已组织了15
个小组，紧急奔赴城市燃气管网中最关
键、最重要的地方。迎着缓缓而至的夜幕，
这些忙碌了一整天的燃气人没有二话，拎
起手电筒就走。

风雨就是命令

当天下午，眼看着天色不对，巡检班
里就陆续有巡检员给家人打电话，提前告
知“可能要加班”。每逢大雨，雨后及时巡
检已经是工作常态，这些常年守护燃气管
线运行的人心里都有数。

强风刮起不到十分钟，管线所所长
张伟就接到了公司领导的指令：“风太大，
提前组织好人，备好抢险物资，随时准备
出发巡查，一定要保证正常供气。”

几分钟后，分管巡检的副所长、巡检
班的班组长们全到了张伟办公室，大家摊
开管网图纸，商量任务分工。

“跨桥管线必须查，穿高速的这几
处涵洞必须查，门站和重要的调压站也
得查……”张伟指着每一个关键部位安
排着，那都是输配管网中的重中之重，哪
一处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需要巡查的地方敲定了，张伟想了
想，又指着4处燃气管线施工现场说：“这
些地方也得看，看有没有雨水倒灌、围挡
倒塌。”

连自己在内，张伟确定了30人的巡
查队伍，两人一组，立即行动。

大风还在继续，雨水也哗啦啦地下
起来。经过短暂的准备工作，15个小组鱼
贯而出。

坚守就是担当

即便是晴天巡检一趟跨汾河燃气管
线桥也不是易事：要手脚并用爬上桥，在
二三十厘米宽的钢板上往返近两公里，步
行通道下方就是汾河……在风雨交加的
夜晚巡检则更难。副所长郭志芳带着巡检
员邢昊龙，一人一把手电筒，照在黝黑的
管线上一寸一寸地看，特别是焊接点、支
撑处。头顶的雨一会儿一阵，十几米高的
地方也没有能躲避风雨的地方，一趟下来

俩人都被淋湿了。
屯里门站是市区供气的气源门站，

承担着十万余户用户用气量的90%以上。
从这里到市区首座燃气调压站——工业
路调压站的管线有11公里，是这次紧急
巡检中距离最长、重要节点最多的一段。
张伟主动承担，和另一名巡检员一起跋涉
荒滩野地，穿涵洞、走河道，不放过任何一
处重要部位。巡检完回到家时，已经超过
凌晨1时。

位于涝洰河公园内的跨河管线位置
偏僻，仅从停车处走到管线前就有很长一
段距离。巡检员郝伟和闫婷深一脚、浅一
脚，在恶劣的天气中没有一丝敷衍，认真
完成了巡查工作。

正是这些在夜幕中坚定前行的身
影，保障了城市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

安全就是责任

“解放路茂源小区门前、生资巷南口
的作业坑检查结果：围挡完好、防汛措施
完好、防尘覆盖完好、警示标示完好。”晚
11时，郭志芳接到生产班长任峰峰的汇
报信息。

任峰峰和张琪负责检查燃气施工现

场。当晚，受降雨影响，市区多处主干道发
生交通拥堵，他们也被堵在路上。“围挡有
没有倒塌？坑里有没有塌方？”几个人看着
前方堵塞的交通非常焦急，找到停车位
后，几个人步行前往现场。

半夜时分，各小组的巡查结果一一
报回。这次紧急巡检中，管线所共巡查管
线 180余公里、重点部位 310余处，清理
了 11处散落在燃气设施周边的树枝杂
物，对3处存在积水隐患的地方采取了挖
排水槽的措施。

这是一次紧急巡检，更是一次检验
队伍应急反应能力的实战。张伟说：“大家
迎风冒雨、加班加点，没有一句抱怨与不
满，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我非常感动。事
实证明，我们的巡检队伍是一支可靠、可
信，有战斗力的队伍，能够有力保障市区
燃气管线的安全稳定运行。”

在市区五一西路的五一路学
校门前，每到中午 11 时和下午 5
时放学高峰时段，堵车已经成为常
态。虽然有“护学岗”交警坚守在此
疏导交通，但四条车道被乱停乱放
的车辆压缩成一条车道的现状，导
致此处的交通“肠梗阻”愈演愈烈。

市民刘先生是每天接送孩子
的家长之一。他表示，除了有些家
长不自觉，将汽车、电动车随意停
放以外，还存在“路边空荡荡、路面
满当当”的怪相。他说：“自从五一
西路开始停车收费外，家长停车避
开了收费车位，直接将车停在行车
道上。以前占两条车道，还能留两
条车道给汽车通行，压力没这么
大。现在，收费车位占了一条车道，
家长又占去两条，正常通行的只有
一条，所以通行压力很大。”

刘先生建议，应当将收费车位
拿出来一部分，在高峰时段免费短
时间停放，一方面给家长们提供便
利，更重要的是缓解目前的交通压
力，减少该路段的拥堵。

本报记者

近日，记者在市区涝洰河公园
游玩时看到，几名市民在公园内的
草坪上抖着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
们的四周像跳动的精灵，飞舞着、

“歌唱”着……
“抖空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前几年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先生对记者
说，“我受朋友影响开始练习空竹，
了解到空竹的文化价值后更着迷，
在学练的时候能感受到中国古典艺
术的乐趣，从健身方面来说也是非
常好的锻炼。”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在草坪上
抖空竹，是有什么意义吗？周先生显
得有点无奈。

“空竹很‘娇气’，声音大也不适
合在家里练习，容易损坏也不能在
硬地上练习。”周先生感叹道，市区
只有一个能玩空竹的场所，但在滨
河路的廉政广场边上，东城的爱好
者过去太远，大家就经常在草坪上
练习，但在草坪上抖空竹，久而久之
对草坪有些损害，遇到草坪湿滑时
容易摔倒。

周先生和几位空竹爱好者纷纷
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城
市建设配套设施，最好在东城设立
一个空竹园，让这一国家级的瑰宝
能够在临汾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

刘 超

本报讯（通讯员 王庆奎 李旭东）
在日常管户巡查工作中，国家税务总局
襄汾县税务局了解到山西诚聚贸易有限
公司近期业务量增大，经与该企业会计
沟通，得知该企业发票供应量不足，影响
企业业务的顺利进行。

经对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
预计该企业业务量仍会逐步增大，原先

核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已无法满足企
业正常运营。按照省局《关于支持疫情防
控税费优惠政策和“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自查整改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企业纳
税信用评价情况，在认真核查业务真实
性，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后，襄汾县税务局
为山西诚聚贸易有限公司增供发票，调
整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月供量，切实保

障企业发票供应。同时，税务干部积极了
解企业经营情况，为企业开展疫情防控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并附送各项
政策解读，及时有效回应企业诉求，加速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一件普通的短袖衫、一张因长期
日晒略显“高原红”的脸颊、一双专注
而淳朴的眼睛……谁也不会想到，这
个相貌普通、着装普通的人，竟然是
一名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网名为“果农陈飞扬”的陈金鹏
是吉县东城乡上社堤村的一名农民，
同时，他还是“快手”软件上的一名

“网红达人”，粉丝数量达到 119.4万。
他在直播中带的货全是吉县的

农特产：苹果、小米、蜂蜜等。
“最初，只是没事了看一看快手，

消遣时间。后来不断翻到有人在直播
中带货，自己也想试一试。去年 7 月
份开始，我就尝试着上直播，卖自家
的苹果。”陈金鹏回忆道。

这一试，试出来一个“网红”。陈
金鹏没想到，自己的粉丝数量直线上

升，每一场直播都能卖出上百单。
直播带货一年来，仅仅是吉县苹

果这一样产品，陈金鹏就销售出 50
多万斤，毛收入达 300余万元。目前，
他保持每天一场直播，天天能卖出苹
果 300 多单，毛收入 1.5 万元至 2 万
元。

后来，陈金鹏和其他几名直播带
货的“农民主播”组成了团队，目前，
仅他所在的团队就有上百人。从销售
到包装，从物流到售后，分工明确。

这次受邀参加我市端午直播带
游带货活动，陈金鹏和同伴们打起
了十二分的精神，仅活动第一天就
完成了三场直播，休息间隙还要在
展厅里转一转、看一看。他说：“咱们
临汾的产品这么好、这么多，我们考
虑选择一些进行合作，为家乡的特
产助力。”

从山区农民到“网红主播”，陈金
鹏每天拍段视频就能销售数万元，着
实让人惊诧。陈金鹏则说：“网络销售
已经成为山区农特产品走向市场的
一条重要路径，也给我们农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

“果农陈飞扬”已经成为一块金
字招牌，陈金鹏说：“我们坚决选择最
好的产品，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信誉。
下一步，我会把更多的产品带进直播
间，一方面给我的粉丝带来最好的特
产，一方面把家乡的特产宣传销售出
去，实现‘双赢’。”

“农民网红”陈金鹏——

坐拥百万粉丝 助力家乡特产
本报记者 柴云祥 霍 壮 文/图

优服务 保供气
临 汾 燃 气临 汾 燃 气

冲向夜幕的身影
——临汾燃气公司管线所紧急巡检小记

本报记者 柴云祥

空竹健身成风尚

配套场所却难寻

高峰时段常堵车

交通瓶颈何以解

襄汾县税务局

畅通税务“绿灯”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为践行省分行党委“六有”工作理
念，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发展，建行临汾
分行与朔州分行进行互结对子，以学习
交流、借鉴经验的方式，开展“结对子、
促提升”帮扶活动。一是双方分别成立
由党委书记、行长牵头担任组长，其他
行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帮扶活动领导
小组，制定了结对帮扶实施方案，两行
的相关部门、基层机构建立“一对一”的

联学联建、结对帮扶工作机制。二是强
化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弘扬右玉精神
和学习推广红梅品牌，实现两个分行
在党支部建设、团队建设、品牌建设等
方面能力提升。三是通过现场观摩、互
动交流、跟岗学习、远程互动等方式，
结合当地经营环境、业务发展现状等
方面集中的问题，重点从支部建设、渠
道建设、员工士气、业务发展等方面查

找差距，互帮互学，达到凝聚人心、共
促发展的目的。 张永亮

建行临汾分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党委主体责任制，成立市分行一把手
担任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制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办法和
实施方案。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紧扣转
型发展和风险防控两条主线，认真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定期召

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
把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全行中心工作
中。强化基层机构党建工作，定期开展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持续推进“三
亮”工作，狠抓党建各项制度落实。认
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开展
整治“四风”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全面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各级领导
和广大党员党风党纪教育，定期开展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党纪行规知识教
育学习、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专项教
育活动，强化监督和管理，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行的要求落地生
根，为促进全行业务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张永亮

建行临汾分行与朔州分行开展“结对子、促提升”活动

建行临汾分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观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啦。”

“今天我来到了素有‘华夏第一都’
之称的古城临汾，将和两位重量级嘉
宾向大家推荐临汾的美景、文创和农
特产品，和大家一起过一个临汾味儿
的端午节。”

……
6 月 25 日 10 时，我市“品香·溯

源·悦生活”农旅产品网络销售常态化
暨端午直播带游带货活动启动仪式刚
一结束，网红主播们就在临汾原产地
商品体验店的直播间内开始暖场。他
们独特的风格和即将重磅推出的优惠
活动吸引了无数网友。

“大家好，主播好，欢迎来到临
汾。”10时20分，尧都区区长吴勇和临
汾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肖建华走进直播
间，向网友们推介临汾的美景、文创和
农特产品。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尧庙
景区。如果你没到过尧庙，就不能算到
过临汾。”

“尧庙景区不但有五凤楼、尧井
亭，还有广运殿、诽谤木等。还可以说，
每一个景点都承载着一个个传奇的故
事，等待大家去发掘，去体会。”

……
吴勇的推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呼

应，直播间内喊着要来尧庙景区游玩
的网友多了起来。

在网红主播和网友的呼吁下，肖建
华介绍起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华门、
大槐树、云丘山、壶口瀑布”四个景区。

“喜欢文明古建，品味闹市里的宁
心静气，请到尧庙华门；想寻根祭祖，
探寻中华血脉开始的地方，请到大槐

树寻根祭祖园；想体验人间仙境，感受
夏日深山的幽静清凉，请到云丘山；如
果这些都不能满足你，请到壶口瀑布，
让您切身感受一下‘千里黄河一壶收’
的气概。”

一番介绍过后，直播间里热闹起
来。

“优惠票呢？”
“迫不及待了。”
“赶紧发优惠票吧。”
……
在网民们的呼声中，1000 份 9.9

元的景区门票大礼包重磅推出，这其
中包括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云丘山、壶
口瀑布、尧庙华门四个精品景区。

“也就是说，只需要 9.9 元，大家
就可以任选其中任一景区去游玩了。
活动从今天（6月 25日）开始，优惠门
票也是仅限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使
用。”主播的介绍话音未落，直播间里

“爱临汾 爱尧都”的抽奖口令霸气刷
屏。

不仅如此，吴勇还为网友们带来
了新的礼物。“我们尧都区为感谢大家
的关注，在今天不但有非常丰富的文
化产品，还特意准备了精美的端午礼
物送给大家。”

这次上场的是非常有端午节气息
的文创产品——“端午三宝”，网红主
播依次撑起“五福花伞”，拿出“平安香
囊”“吉祥头巾”向网友们展示，把满满
的诚意和祝福送给大家。

短短几十分钟的首场直播，不仅
福利多多、优惠多多，而且诚意满满，
网友们大呼过瘾。为后面即将开始的
直播带货聚集了人气，营造了浓厚的
氛围。

暖场人气旺 礼品送不停
本报记者 卢 婷 刘 超

品香·溯源·悦生活

本报讯（记者 柴云祥）“煤改电”
工程与配套电网同步规划建设、新能源
装 机 容 量 占 比 由 4.63% 提 升 至
13.94%、充电桩实现四个“全覆盖”……
今年以来，国网临汾供电公司按照我市
清洁能源工作有关要求，全力以赴加速
新能源发展、保障新能源电源并网、加
快充电设施建设，为全市的清洁取暖改
造、光伏扶贫和新能源建设等工作提供
了坚实助力。

参与“确村确户”，保障民生工程。国
网临汾供电公司在“煤改电”工程中按照

“掌握主动、创新流程、差异配套、精准投

资”的工作思路，合理规划，提前着手参
与“确村确户”工作；创新模式，调整内部
工作流程，进一步缩短“煤改电”配套电
网工程前期工作周期；实行差异化设计，
践行“精准投资”，做到“煤改电”工程与
配网建设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实施。

践行“四个服务”，助力光伏扶贫。该
公司认真落实风电、光伏发电相关政策
要求，做好新能源项目并网服务，一是优
化并网流程，保障新能源消纳，减少弃风
弃光现象发生；二是限时打赢“光伏扶
贫”攻坚战，建立扶贫光伏工作小组，做

实项目前期工作，规范电网配套项目管
理，建立了 380伏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接入系统建立全过程绿色通道等办法。

推动互联互通，扩大充电桩覆盖。今
年以来，该公司投资 5000余万元，建设
投运充电桩 107个，实现了临汾平川六
县（市、区）充电站全覆盖、管理范围内14
个县（市、区）充电桩全覆盖、京昆高速临
汾境内服务区充电站全覆盖，临汾境内
5A景区充电站全覆盖，初步实现电动汽
车“城市内畅行无阻，城市间出行无忧”。
下一步，该公司力争再建设投运 200余
个充电桩，基本实现城市半小时充电圈。

前几日，记者在市区平阳南
街看到这样一幕，一位骑电动车
的年轻女子行驶过程中随意吐出
一口痰，不料紧随其后行驶的一
对中年夫妻恰好“中枪”，这口痰
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骑车男子的脸
上。于是，男子爆了粗口。年轻女
子毫不示弱，以牙还牙，男子索性
加快速度把年轻女子拦了下来，
双方叫骂进一步升级，情急之下，
男子竟然挥起拳头对着年轻女子
的脸上、头上一顿猛捶……

其实，这一切原本可以避免。
如果年轻女子不随地吐痰，如果
能主动道一声对不起，一定会化
干戈为玉帛。在此，记者提醒大
家，千万不要随地吐痰，这种行为
不仅不文明、不卫生，而且还会
受到处罚。遇到类似问题要冷静
对待，肇事方要主动道歉，受害方
要善于包容，双方各退一步，大家
都天高地阔、心平气和。

卢 婷

国网临汾供电公司

加速新能源发展 助推“煤改电”工程

随地吐痰惹事端

互不退让动干戈

近日近日，，洪洞县税洪洞县税

务局开展了端午节主务局开展了端午节主

题活动题活动，，大家大家一起包一起包

粽子粽子，，加深了对传统加深了对传统

文化内涵的感受文化内涵的感受，，在在

互动交流中增强了爱互动交流中增强了爱

国志国志、、团结力团结力。。

王泽昊王泽昊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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