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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晴，偏西风转偏
东 风 3~4 级 ，17℃ ~
30℃。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市召
开财税工作推进会，分析今年以
来财税收入情况，全力冲刺上半
年财税收入实现“双过半”。市
领导黄春年、赵立群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汇报了今年以来
我市财政收入情况，预计至5月
底，全市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22.93 亿 元 ，税 收 占 比
78.6％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34.84％。其中，国税累计完成
11.37 亿元，地税累计完成 6.66
亿元，财政累计完成 4.9 亿元。

今年以来，我市税收收入结构持
续优化，至 4 月底，全市制造业
税收占全市税收的63.1％，较去
年同期提高19.1个百分点，汽车
配件、金属工具、专用设备和眼
镜制造等四大传统产业占全市
税收的 32.32％，较去年提高
9.19个百分点。同时，主体税种
继续呈现低速稳定增长的态势，
至五月底，全市增值税、改征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预计完成12.84亿元。

会上，市长黄春年表示，一

方面，国家通过降税等一系列举
措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了企业活
力；另一方面，社会福祉、城乡建
设等刚性支出加大，财税压力持
续增加。各镇区、部门的当务之
急是认清当前的财税形势，切实
将发展作为工作的总基调和第
一要务，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
感，转变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将
财税收入持续做大做强。

围绕这一目标，黄春年强
调，做大做强“三个口袋”中的财
政收入，全市上下不仅要立足当

下，更要放眼未来、立足长远。围
绕立足当下，要综合治税，企业
和个人要树立正确的税收意识，
营造全市公平的税赋环境；广开
财路，在“土地财政”上做文章，
集约土地，增加亩均效益，让
土地释放更好的效应。围绕立
足长远，各镇区要在招商引资
上下功夫，抓好项目储备，推
进在手项目建设，狠抓产业发
展，以发展解决当前问题。

（陈静）

全市税收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至4月底，制造业税收占全市税收的63.1％，四大传统产业占全市税收的32.32％

孤寡老人收到
暖心承诺

惠民暖企大走访
两聚一高大落实

昨日一早，导墅镇下琴村党
委书记张建良和镇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便来到了村民贡浩坤家中，
唠唠家常、听听他近来有什么难
处需要帮忙。在得知前天贡浩坤
不小心摔了一跤后，张建良赶紧
让他撩起裤腿看看伤处，见并无
大碍才安下心，而后又柔声劝道：

“看来你这腿还是使不上劲啊，这
样一个人怎么能行？别犹豫了，
回头我们还是帮你把五保办了去
敬老院吧，这样好歹生活上有人
照应。”

73 岁的贡浩坤是下琴村东
下琴村人，一直未婚没有子女，原
本坚持在外打零工的他虽然谈不
上生活无忧，却也能维持温饱。
然而，2015年下半年贡浩坤被查
出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不得不
接受手术治疗。这次手术不仅花
光了贡浩坤的全部积蓄，还让他
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手术总共
花了七八万，从前攒的钱都用光
了，还靠亲戚们帮了不少忙。最
让我绝望的是，手术后我不能再
出去打零工了，一下子没了收入
来源，我完全不知道这日子要怎
么过下去。”让贡浩坤没想到的
是，村委在得知了他的情况后，主
动上门对接，为他办理了低保，让
他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村干部
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真是激动得
不知道说什么好，政府这么照顾
我，心里真的很温暖，也不再绝望
了。而且，前些日子，市里的薛市
长、镇里的张书记都到我家里走
访来了，很亲切地问我有什么困
难，还保证说大家一定会一起把
我照顾好。”贡浩坤说，领导们知
道他一人独居且行动不方便时，
便建议他尽快提出申请办理五
保，集中供养后生活上处处都能
有人照料。

除了村委已经在积极跟进的
五保申请办理，贡浩坤说自己还
收到了领导的承诺——“有困难
一定要提，村委、镇政府会想方设
法协调解决”。对于这些始料未
及的关心及照顾，贡浩坤直言，以
后的日子自己有信心能更好地过
下去了。 （尹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结
合实际，探索开展以“学习党章
党规和系列讲话、为民服务、民
主议事、谈心谈话、缴纳党费”为
主要内容的“五事联动”主题党
日活动，为有效发挥支部主体作
用夯实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日
前，这一创新做法在全省基层党
建工作推进会上得到交流和推
广。

据了解，在“五事联动”主题党
日活动中，我市重点聚焦“不经常”

“不到位”，精准发力让支部生活动
起来。把“五事联动”主题党日与

“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有机衔接、
融合推进，每月20日全市2500多
个支部统一开展活动；围绕“五事”
制定58项服务指导清单，每月下
发指导方案；全面推行活动报备制
度；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及时通知
每一名党员，保证活动参与率；在
支部活动室浓厚党内政治生活氛
围。重点聚焦“一锅煮”“一般粗”，
分类指导让支部生活实起来。根
据不同领域党支部特点，细化4项
基本工作安排，精准指导、分类推
进，比如在农村建设60个“党员微
家”、在社区设立30个党员服务驿
站、在“两新”组织灵活开设“车间
小课堂”等。此外，每年从不同领
域党支部中选树50个主题党日活
动典型，引导支部跟着支部学，以
基层经验指导基层实践。重点聚
焦“难入脑”“难入心”，创新载体让
支部生活活起来。经常性分析党
员需求情况，有针对性地创设载
体、安排内容；开辟30个党员政治
生活小屋，对党员进行政治文化熏
陶；推出六大系列党课，鼓励普通
党员走上讲台上党课，用“大白话”
讲“大道理”，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依托网络和“两微一端”，开通
党建“掌上学堂”，让党员时时可
学、处处可学。重点聚焦“走过场”

“一阵风”，强化责任让支部生活严
起来。把“五事联动”主题党日作
为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市委书记
直接主抓、直接指导推动，以上率
下；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
活制度，市委常委带头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所在支部活动；坚持随机
抽查、常态督导；强化考核推进；推
行全程记实管理，确保每一名党员
都有效参与进来，不断焕发基层党
支部生机活力。(下转2版）

我市“五事联动”
主题党日经验在
全省交流推广

手持订单喜种“富硒水稻”
“供给侧改革”下的

春耕新事 ⑦

“今年，我已经与客商签
订了合同，专门种植 400亩富
硒水稻，每斤稻谷的合同收购
价为 1.65 元。”正值农村育秧
时节，记者来到云阳街道大圣
村天泽家庭农场，农场主符敏
笑吟吟地带着记者参观了他
的育秧基地。

水稻刚播种育秧，稻谷就
有了“买主”，这样的“好事”让
周边种粮大户们羡慕不已。不
过，聊起规模化种粮的创业之
路，40多岁的新型农民符敏却
是喜忧参半：天泽家庭农场从
事粮食规模化经营三年来，已
经投资购买了各种大中型农
机，其中，粮食烘干设备12台、
高速插秧机2台、联合收割机1
台，种粮的装备水平已经达到
了较高层次，但由于这两年国

内粮食市场行情不好，粮食卖
不出好价格，规模化种粮的利
润已经大幅缩水。

“去年，我下决心投入8万
多元购买了一台清选稻谷谷外
糙的机械设备，但最后稻谷每
斤也只卖到1.37～1.45元，低于
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符敏认
识到，种粮要提高效益，在追求
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同
时，必须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
调优结构，在对接市场上多做
文章，这样才能解决卖难问题，
让所产稻谷卖出好价格。

今年 4月底，通过朋友介
绍，符敏与蒋墅一专门做稻米
生意的客商进行洽谈对接，并
达成了合作协议。符敏告诉记
者，该客商在网上开有自己的
稻米门店，还与北大荒门店结
成了联盟，去年其经销的富硒
稻米在市场上很受青睐，供不
应求，但苦于找不到连片流转
的土地扩大规模。正好符敏有
调优种植结构的意向。于是，
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种植400
亩富硒水稻的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我的富
硒水稻基地由对方所属的稻
米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
生态农药，水稻品种为南粳
9108和小香粳米。”符敏说，该
客商已经买断了中国科技大
学研制的富硒水稻种植专用
肥料，水稻栽插前，对方会派
出技术团队对他的水稻基地
开展土壤检测，通过土地改
良，统一进行技术生产管理，
根据水稻的不同生长期，喷施
专用硒肥，以增加土壤硒元素
含量，根据国家标准，粮食中
硒含量达到0.15mg/kg以上就
能作为富硒产品。

手持订单喜种“富硒水
稻”，让符敏种粮信心十足。他
说：“除了这400亩富硒水稻外，
我还有400亩土地也种植了南
粳9108，一方面既可以作为优
质稻米供应给合作客商，另一
方也设想打出自己的品牌。现
在，我已经注册了‘恬源香’商
标，今后，要让我们天泽家庭农
场的稻米品牌叫响市场！”

（蒋须俊 龚佩玉）

储蓄爱心
“罐”爱儿童

为让困境儿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拥有幸福的童年，昨天，市妇儿工
委、市妇联、投资集团开展庆“六一”社会妈妈“罐”爱行动启动仪式，倡导

“社会妈妈”认领爱心储蓄罐，日捐一块钱，用满满的爱心储蓄罐，帮助困
境孩子实现单纯、朴实的梦想。图为活动中“社会妈妈”与结对困境儿童
拥抱。 (杨钰琛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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