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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全力推进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文军）
7 月 30 日，市委书记丁小强主持
召开四届市委第 205 次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
藏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书记林武在运调研、在全省
服务业提质增效推进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研究部署全市下一步疫情防
控和安全稳定工作；听取运城军
分区全面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
究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藏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全力推进全方位高质量发
展。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书记林武在运调研讲话精
神，扎实抓好城乡融合发展，把大
县城建设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龙
头，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
本农田、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会议强调，要把服务业提质
增效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组建工作专班，突出
工作重点，围绕服务业七大行业，
积极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要加快
培育谋划一批新兴、高端、精细、

特色服务业项目，全面推进服务
业 发 展 提 速 、比 重 提 高 、结 构 提
升、品牌提档，把我市建设成为现
代服务业区域中心。
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压紧压实基层单位、法
人单位、公民自身责任；要抓严抓
细抓实“外防输入”各项工作，扎
紧筑牢疫情输入防线，严密排查
重点环节，增强“六个能力”建设；
要加强宣传引导，全力加快疫苗
接种，坚决守住不发生聚集性疫
情的底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为在疫情防控中进一步加强购药人员筛查工作，自 7 月 29 日起——

购买
“一退两抗”
药品需实名登记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耀）7
月 29 日，市市场监管局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购药人员筛查工作的
通 知》，要 求 各 单 位 落 实 属 地 责
任，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辖内药品
零售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要求，全面开展购药人员筛
查工作。
《通知》指出，自 2021 年 7 月
29 日起，全市药品零售企业在销
售“一退两抗”
（退热、抗病毒、抗

菌类）药品时，必须核对购药人员
身份信息，进行实名登记。必须
测量购药人员体温，查验购药人
员健康码和行程码，询问其近期
旅居史，对体温正常、健康码显示
绿色，且行程码显示 14 天内未到
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方可销
售；严禁向体温异常、健康码异常
（显示黄色或红色）或行程码显示
14 天内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
出售相关药品，应规劝引导其到

加固桥梁保安全
▶7 月 27 日，山西省众远科
技有限公司员工对夏县白沙河 1
号大桥进行测量、
加固。
进入汛期以来，夏县对白沙
河上的 3 座桥梁全部进行了测量
和加固，确保汛期水流顺利通过，
保障过桥车辆行人安全。
张秀峰 摄

责人或会计、出纳加其 QQ、微信
为好友，发送文件、图片增强可信
度，之后再把受骗人员拉进 QQ 群
或微信群，实施诈骗。
“我们开展税务检查有严格
的规定和程序，绝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方式发送税务检查通知
书，也不会要求企业通过 QQ、微
信等方式报送信息资料。”市税务
局稽查局负责人说，
“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
关规定，税务机关安排纳税人进
行自查，或者对纳税人开展税务
检查时，检查人员必须有两名以
上，且要出示税务检查证和加盖
公章的《税务事项告知书》或《税

〔2021〕第 21 号
自 7 月 20 日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引发的此
轮疫情持续扩散，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建议公众近期不要跨省旅行。请下列
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备，积
极配合落实防疫措施要求：
一、近 14 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的
人员；
二、7 月 17 日以来有张家界旅居史的人员，特别
是 7 月 22 日 18 时在张家界观看过“魅力湘西”演出
的人员；
三、7 月 23 日、24 日有常德旅居史的人员；
四、7 月 24 日途经贵州铜仁机场的人员；
五、乘坐过 7 月 14 日厦门航空 MF8069 航班、7
月 15 日深圳航空 ZH8313 航班、7 月 17 日吉祥航空
HO1734、HO1753 和祥鹏 8L9708 航班以及厦门航
空 MF8058、7 月 19 日南方航空 CZ5846 和 CZ3655
航班、7 月 24 日厦门航空 MF8857 航班的人员。
以上人员必须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第一时间
主动报告并接受管控措施。对隐瞒行程史、拒不报
备的，被排查发现后，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30 日

属地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并将购药人员信息第一时间报告
属地疫情防控办。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考虑到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
民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及时
到指定的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以
确定病因。如只是普通感冒引起
的咳嗽、发热，到药店购药时，需
携带相关证件，配合药店做好登
记工作。

近期有人假冒税务机关人员实施诈骗
市税务局提醒纳税人缴费人谨防上当
运城晚报讯 近日，
市税务局
接到数家企业反映，
有人在电话里
自称是税务稽查人员，
诱导企业财
会人员加 QQ、
微信好友后，
发送伪
造的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工作通知，
称将于某日到企业检查，
要求纳税
人提供相关资料。经核查，
市税务
局确定这属于诈骗行为。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不法分
子假冒税务稽查、办税服务厅工
作人员实施诈骗，其基本套路是：
先以税务部门名义向企业负责人
或会计、出纳群发短信，或用网络
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谎称要对企
业开展税务稽查，或者办理减免
税审批等涉税事项，诱导企业负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紧急通告

务检查通知书》。未出示上述证
件和文书，仅通过电话、短信等途
径通知开展税务检查工作的，被
检查人有权拒绝。”
市税务局提醒纳税人、缴费
人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企
业经营者、财务人员要保护好个
人信息及企业财产安全，不点击
不明链接，更不要输入身份证号、
企业银行账号等重要信息，避免
泄露信息。接到自称税务稽查人
员的陌生电话不能辨别真假时，
可先向当地税务部门核实，或致
电 12366 咨询。如遇诈骗，可向税
务部门反映，
并到公安机关报案。
（李晓敏）

▲运城果品出口企业联盟——香港大昌行集团跨境
洽谈会运城会场

运城果品出口企业联盟与
香港大昌行集团洽谈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
“这是我们昨天刚刚采
收的嘎拉苹果，它作为早熟品种，销售期可以一直保持到
8 月 20 日。这是我们当地制作的‘零添加’苹果干，经过
特殊的工艺，真正做到了纯天然……”7 月 30 日，在运城
果品出口企业联盟——香港大昌行集团跨境洽谈会上，
平陆金童果业负责人赵海亮介绍道。当天，由运城市果
业发展中心和多家果业出口龙头企业，香港大昌行集团
财务、采购、物流部门负责人，以及建行（亚洲）客户部、建
行山西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建行运城分行参加的视频会
议，
在建行运城分行如期举行。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南果”战
略，利用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与周边地区的经
贸合作。大昌行集团是香港食品及消费品分销业中的翘
楚，拥有众多国际食品品牌代理权。此次洽谈以果品产
销对接为核心，涉及产品联合直采、食品物流供应链等业
务。
洽谈会上，运城市果业发展中心主任潘建祖介绍了
运城果业发展情况。我市金童、金顺源、阳煤 3 家果业龙
头企业代表介绍了各自的“特”
“优”果品，与大昌行集团
业务代表进行了互动，
并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相信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运城果品可以进入到
香港市场。”潘建祖说，洽谈会上，双方从通道、通关、平
台、布局 4 个方面，加速推进了我市果品对港产销合作进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