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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支部党员开展“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

7月4日，市国税局机关支部组织开展了
“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内容具体包

括“集中缴纳一次党费、组织一次专题学习、
畅谈一次心得体会、实行一次民主议事、开展
一次为民服务”，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干部佩戴
党徽，手持党章，认真参加了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内容丰富多
彩，议程特色鲜明，形式灵活多样。一是由支
部每名党员现场足额缴纳党费，并在《党员先
锋亮绩、积分管理手册》做好记录。二是由支
部委员带领大家学习了《党章》第七章“党的
纪律”，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电
教片《信仰的力量》第一集“回望征程”，并由

机关支部书记闵仲鹏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
言，闵书记还围绕“旗帜鲜明讲政治”主题讲
了一次生动党课。三是 3名党员代表所在党
小组围绕“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系列讲话、
读一本书”等专题，以PPT形式畅谈了心得体
会。四是总结了上半年党建主要工作，现场
征询下半年党建工作意见。五是组织党员开
展“大辅导、大走访、大调研”活动。主题党
日活动让全体党员干部受益匪浅，达到了提
高思想见解、增强党性修养、开阔人生视野的
预期效果。（欣文）

7月11日上午，丹阳市局机关大楼门
前爱心涌动，由该局党员干部职工参加的
无偿献血活动正在进行，参与献血者依次
排队，填表、验血、采血等环节秩序井然，各
项工作有条不紊。2个多小时中，该局共
有49名干部职工参加了公益献血，无偿献
血总量超过了14000毫升，大家用实际行
动践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诠释了
关爱社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弘扬了社会
正能量。

为组织好爱心献血活动，丹阳市局事
先精心组织安排，科学调配时间，充分宣传
动员，合理确定人数，并通过内网公告等形
式告知干部职工献血时所需携带证件、献
血前后饮食起居等注意事项，保证了献血
活动与日常工作两不误。该局以爱心献血
活动为契机，引导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弘扬

“奉献、友爱、进步、互助”的志愿精神，积极
参加到“我为城市添光彩”文明城市创建和
社会公益活动中来，心系公益关爱民生，热
心参与社区结对共建、交通志愿服务等，以
实际行动践行文明风尚，用一颗红心，捐一
份爱心，暖一片人心。（欣文）

国税部门简化5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
为进一步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税务行政许可标准化、规范化，为纳税人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制
定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税务行政许可
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对保留的税务行政许
可事项办理程序进一步简并和优化。

一是简化受理文书。为进一步简化税务
行政许可文书，提高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
效率，《公告》对能够当即办理的税务行政许
可事项的受理文书进行了简化，并授权省税
务局确定即办事项范围。此外，《公告》还规
定了网上受理申请的确认方式。

二是提供代办转报服务。部分税务行政
许可事项由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的上级税务

机关实施，纳税人按规定向行政许可实施机
关直接提交申请材料，往往存在交通不便等
情况。为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公告》参照《指
引》有关“代办转报”的规定，增加了由主管税
务机关代为转报申请材料的途径，并对代办
转报的适用情形、时限、方式等进行了规定。

三是简化申请材料。随着“多证合一”改
革的推进，对于税务机关已掌握或者可以通
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的相关证照、批准文书
等信息，不需要纳税人重复提供。因此，《公
告》对上述证照、批准文书进行了简化。此
外，《公告》明确对 7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申
请时需要提交的“经办人身份证件”“代理人
身份证件”2项材料，由提交纸质材料调整为

查验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纸质复印件。
四是实现咨询服务可预约。关于税务行

政许可有关问题咨询，现有的现场咨询、电话
咨询等方式不同程度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
因此，《公告》在现有咨询服务方式基础上增
加了预约服务方式，并规定通过官方网站、电
子邮箱或移动办税平台等预约服务渠道，实
现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相关问题咨询 24 小时
可预约。

五是完善文书送达方式。为方便路途较
远、交通不便的纳税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
实施细则有关文书送达的规定，参照《指引》
中“决定可采取现场领取、邮寄等方式及时送
达行政相对人”的规定，《公告》明确了委托送
达、邮寄送达等送达方式，并对上述送达方式
适用情形、送达时限等进行了规定。

国税党员干部踊跃无偿献血

图为五事联动活动现场图为五事联动活动现场

初夏时节，我们走进镇江市
美丽宜居乡村珥陵镇新庄夏甲
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口竖着
的一块椭圆形石板，石板上刻着

“水美乡村”。村里亭楼拱门，风
光旖旎。700多间民宅白墙红瓦
掩映在树竹之下、桃李之间，伴
着河水荡漾、鸟鸣声声，真是村
在景中，人在画中。

创新发展，让村民富起来
夏甲村隶属新庄行政村，现

有农户220户，人口600多人。近
年来，村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
发展，积极投身二、三产业，相继
办起了肉食加工厂、皮鞋厂、装璜
公司……同时，全村780多亩土地
已流转710多亩，办起家庭农场和
合作社，农民入股，年底分红。

去年，全村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 25000元，人均住房面积 60
平方米，有72户人家在市区购买
新房。全村拥有小轿车和面包
车等 80 辆；数字电视入户率
100%；村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率 100% ；参加养老保险率
95%；已享受养老保险金190人。

生态文明，让村庄美起来
“原来的夏甲村生态环境存

在不少问题。”村民们说起了这
样的顺口溜：失修道路皆坑洼，
一下大雨就积水；房屋外墙多剥
壳，有的屋面常漏水；虽然建有
垃圾房，垃圾照样路边扔……

看到这样的状况，新庄村村
委会决心筹集资金抓典型，补短
板，将夏甲村作为新庄村实施村
庄环境整治的样板，下大力气扭
转“脏、乱、差”现象。近两年来，
他们多方筹资投入660万元，委托
专业园林公司为村庄制定了科学
的规划方案，建设美丽村庄。

沿着村中一条新建的沥青道
路，只见道路两侧建有标准绿化
景观带，安装了景观路灯，还建立

了停车场。全村700多间房屋和
围墙进行了美化出新，4个池塘通
过疏浚治理。正在凉亭内纳凉的
一位村民说，村里兴建的3个凉亭
四周绿树成荫，大家可在凉亭里
休息、聊天、喝茶、看书、唱歌，这
里就是村里的小公园。

“我们夏甲村建设得这么美
丽，不是靠 1-2 个保洁员去打
扫，而是要人人参与。”老队长陆
有土感慨地说，现在村民手拎垃
圾袋都主动放进垃圾房，不像以
前那样老远就朝着垃圾房外一
扔了之。

崇德向善，让村风淳起来

村里制定村规民约，开展五
好家庭评选活动。在日常生活
中村民们都能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

哪家有难事，众人来扶持。
村民汤松元71岁是个残疾人，又
是低保户，家中现住的 2间平房
要维修。村委会集资，村民出
力，帮他改造房屋。村民唐四菊
46岁，丈夫过世，两间楼房和两
间平房面临倒塌的危险，还有两
个儿子在外读书，经济条件很
差。村委会和村民们又集资
3500 多元，帮她修好房屋，使她
安心在外打工挣钱供儿子读
书。现在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
作，次子在学校读研究生。村民
朱华平50多岁，妻子身患胃癌在
医院化疗。村民知道后及时捐
款1万元，其中98岁的汤杏娣老
人也捐款100元......

在夏甲村，不仅设有老年活
动室、居民养老服务指导站和农
家书屋，还建有标准化的综合性
球场和配套的健身活动场所，村
民体育活动场所占地面积达
1300 平方米。由于村民们文娱
生活丰富多彩，促进人们身体健
康。目前全村 90岁以上的老人
11人，被称为“长寿村”。

（孙洪如 蒋须俊 文/摄）

创新发展 生态文明 崇德向善

看夏甲村农民如何实现富与美

本报讯 昨日，市“263”办公
室工作一组对我市“两减”（即减少
煤炭消费总量和减少落后化工产
能）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自“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
动启动以来，我市全面开展化工
企业、用煤企业的调查摸底工作，
通过强化组织领导，狠抓督导落
实，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两减”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减煤”目

标，重点推进龙江钢铁高炉喷吹
无烟煤项目等4个项目，项目建成
后减煤量达4.5万吨；大力开展清
洁能源，积极协调港华燃气扩大
天然气管网的覆盖范围，大力开
展太阳能，实施“金屋顶”计划，积
极推进光伏地面电站建设，导墅
下琴 9.1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正在建设中，下半年将建成并网；
完成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整治
扫尾工作，目前35台燃煤锅炉已
拆除18台，完成率51.4%。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化工行
业高污染、高排放，一向和环境污
染不分家，很多人都“谈化色变”。
化工企业要摘掉这些帽子，实施

结构减排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减
少污染的方式。尤其是淘汰落
后产能，是实施结构减排的关
键。据了解，我市原有 193家化
工生产企业，经过三年化工行业
专项整治，共关闭、转产、搬迁或
转型升级化工生产企业 142家，
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化工生
产企业 61家。根据排查出的关
停、搬迁或升级企业名单，我市
将关停 41家、转移 2家、升级 18
家。而根据“263”专项行动要
求，今年需关闭、转移化工生产
企业 19 家，重点整治 47 家涂料
生产化工企业。针对涂料化工
生产企业，目前已有 3家企业转

型项目、1家企业升级项目获批
准；明确近期至12月底前将关闭
14 家；提出转型升级申请的 17
家中有 5家被建议关闭；既未申
请关闭又未提出转型升级的 12
家目前正在落实之中。此外，2
家其他类型化工生产企业中的
一家已签订关闭搬迁协议，主要
生产设备正在拆除，另一家正在
进行资产评估。下一步，我市将
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强化部门
联动、细化目标任务、推进督查
指导，确保“两减”工作任务分解
落实到位，圆满完成2017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

(宏俊 丽萍)

“两减”工作按序时推进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262633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保卫碧保卫碧水蓝天水蓝天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民
政局获悉，自今年 7 月 1 日
起，我市再次提高孤儿基本
生活费标准。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
市共有孤儿 59名，其中机构
集中养育孤儿 20名、社会散
居孤儿 39名。根据民政局和
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
整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的通
知》，提标后，对政府开办的
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孤儿基
本生活费标准从每人每月
1730 元增加至 1870 元，提高
了140元；对非民政部门监护
的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
标准从每人每月 1140 元增加
至 1230 元，提高了 90 元。

（冷玲玲 丽娜）

孤儿基本生活费
标准再提高

我市规范建设农
村产权交易市场

本报讯 近日，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会同市统筹委
召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现场会，各镇 （街道） 农村
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参加
了会议。

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是激活农村资源、增加农民
收入的内生动力，也是促进
农业规模经营，保障农民权
益的必然要求。会议要求各
交易中心要明确权属，规范
农村产权交易行为，使农村
产权交易市场朝着职业化、
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
展。与会者还参观了延陵镇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大厅、候
标室、开标室、洽谈室、档
案室。

(束建明 尹培俊 张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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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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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招聘信息
●童话森林实木家具诚聘女导购 5名，有销售
经验优先，高月薪加提成。联系：18151904099
●物流聘业务经理1名，有驾证，13921570996

出租信息
●太阳城路5排1500m2厂房，18916466287

遗失信息
●丹阳市鑫诚商贸有限公司生
产资料门市部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 ， 编 号 ：

321181000201408120037，声明作
废。
●顾睿涵遗失出生证，编号：
L320476176，声明作废。
●陆飞遗失场（厂）内杭车作业
证，证号：321121198709043630，
声明作废。
●出让方庄新华、韦春和遗失存
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编号：
2017-05-03，声明作废。
●吉夕美遗失丹阳市云阳镇夕
美小百货商店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503100216，声
明作废。
●朱华兰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
321181312008，声明作废。
●丹阳市小东交通设施工程有

限公司原公章、财务章和法人
“张晓冬”私章一并遗失，声明作
废。
●丹阳市名人之家家纺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
321181683502367，声明作废。
●曹留霞遗失丹阳市珥陵顺昌
冷 库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03060055，声明作
废。
●陈丽萍遗失南京中医药大学
的学生证，学号：1509122004，声
明作废。
●张晓冬遗失丹阳市小东交通
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704270144，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704270149，声

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于福林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皇塘镇滕村村吕渎13组、丹房
权证皇塘字第 22002519 号房产
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
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7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朱月锁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阳光花园 2幢 1单元 501室、丹
房权证云阳字第 01013681 号房
产证、丹国用（2004）字第 3145土
地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
房产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7月10日

菜价千里追踪菜价千里追踪：：

从每斤５分到２元从每斤５分到２元，，
甘蓝的甘蓝的““漂流漂流””升值记升值记

新华社济南7月11日电 6
月底，山东潍坊菜农地里收购价
约 5 分钱一斤的甘蓝，历经辗转
至北京的大超市，一斤售价超过
2元。

从山东潍坊到北京大约有
1000里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
桌，蔬菜销售需要经过多少道环
节？价格是如何一步步涨起来
的？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从山
东省蔬菜主产区一路追踪菜价到
京城。

田间地头：一斤甘蓝产
地收购5分，成片烂在地里
甚至喂羊

6 月正是甘蓝、洋葱等蔬菜
的收获季节。记者在蔬菜主产区
山东省青州市何官镇戴楼村看
到，成片的甘蓝不是烂在地里，就
是被砍了喂羊。

“往外卖一斤只有几分钱，还
不如打烂在地里，来年还可以当
肥料。村里也有人砍了喂羊。”种
了 30 年蔬菜的刘旺林说。今年
他种了 3 亩绿甘蓝，种苗、农药、
水电等成本超过3000元。“每斤1
毛5分钱才能保证不赔钱。可是
到了收获季节，5 分钱一斤都没
人要。”

绿甘蓝从种到收需要 60天，
3亩地生产2万多斤，农民大多自
己没有冷库，别人的冷库也不愿
意储存这么便宜的菜。

菜价影响了再生产的积极
性。菜农的大棚一般是拔一茬，
种一茬。“现在我们是拔一个大
棚，空一个大棚，不敢再种了。”戴
楼村村民戴明之说：“种大棚还不
如啥都不干，像我们这样忙活半
天还赔钱，太不划算了。”

目前，随着收获期的结束，绿
甘蓝的价格也跟着涨起来了。但
刘旺林无奈地说，现在价格高了
是因为少了，但咱们等不了啊。
眼瞅着成熟了，不收获就会开裂，
没法吃了。比绿甘蓝晚成熟的紫
甘蓝，现在还是很便宜。

从经纪人手中到大型批
发市场：装卸、运输、场地租
赁、园区管理费一个不能少

无奈地烂在山东地里的甘

蓝，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身价高
涨。紫甘蓝在大型超市每斤售价
超过 2 元，即便在一些社区便民
菜店和小农贸市场摊贩，紫甘蓝
每斤售价也超过1元。

蔬菜成熟采摘后，从菜农手
中大多流向下一个环节——村里
的蔬菜经纪人。他们一般在收购
价的基础上每斤加 3 分钱后，送
往大型蔬菜市场或者大宗采购
商。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村头
蔬菜经纪人的下家、专门从事甘
蓝买卖生意的程焕杰说，“现在农
民白送我 2000 斤甘蓝我都不
要。”程焕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照 5 分钱一斤的收购价算，雇
人收割一斤加 5 分钱，打包包装
一斤再加5分。进园区交易的进
门费60块钱，如果2000斤的话平
均一斤再增加 3 分，加上园区管
理费每斤增加 2 分，此外还要加
上油费。“还没往外卖呢，已经涨
到一斤最少2毛钱了。”

除了上述费用，人工装卸和
运输等成本也不少。潘民是一名
大宗蔬菜收购商，在山东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联系货源和收菜，配
送到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

“菜可能不值什么钱，但人工装
卸、运输、场地租赁、园区管理费
等省不了。如果是叶类菜、辣椒
等，还得加上损耗的费用。”

潘民说，运输到北京 2400
元，加上人工装车费、市场的场地
租赁等各种费用，折到菜价里，每
斤得加 4 毛钱才能保证不赔钱。
一车菜 10几个品种，每次都是有
的菜赚，有的菜赔。

6 月 27 日中午，记者跟随潘
民的运输车到北京。晚上 7 点
多，这辆满载茄子、辣椒等 10 几
个品种蔬菜的卡车，到达北京新
发地市场。在进门处，司机张忠
首先交 500 块钱进门费。他说，
这 500块钱是替新发地的货主交
的，回头货主得还给他。

车刚到，早已等待的装卸工
人便开始卸货。货主刘建明一边
指挥工人卸车，一边说，现在的进
门费是最便宜的时候。随着季
节、卡车载重量不同，进门费从
500元到1500元不等。“一天一车

货，一年光进门费就要付给市场
30万元。”

6 月 27 日当天，刘建明还需
要支付卸货的工人 2000 元。另
外，他每年给市场缴纳各种管理
费等近4万元。他说，“这一车七
八个品种的菜，每斤得加 2 毛钱
往外卖才够本。”

从批发市场到餐桌：大型
超市加价约零售的50％

从北京新发地市场出来，甘
蓝的价格已经涨到一斤约七八毛
钱。这些菜将流向下一级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社区便利店等多个
不同的方向。

一位负责给北京某大型超市
供货的采购商说，“给大型超市
供货需要门槛，有些还需要竞
标，可能得付几十万元甚至上百
万元。”

超市供货商从北京新发地市
场批发蔬菜后，一般每斤加价 2
毛钱左右，再配送到大型超市。
大型商超的场地租赁、人员工资、
税收、水电费用比较高，蔬菜损耗
大。刘建明说，“一般来说，大型
超市会加价零售价的 50％左
右。超市如果再分拣、重新包装
就更贵了。”28日，记者在北京宣
武门附近的沃尔玛超市看到，紫
甘蓝为一斤2.38元。

与此相比，二级批发商加价
要少得多。郭清银是一名小蔬菜
批发商，每天都要到新发地批发
蔬菜，然后再回到东五环附近的
农贸批发市场卖给小摊贩和社区
菜店。他的轻型小卡进出新发地

市场一次需要缴纳 30元，还要另
付给市场搬运车队搬运费几十
元。

另外，他还有每月固定支出
的摊位费 6000元，雇佣伙计的工
资 5000 元，批发一次来回 100 公
里的油费。郭清银说，“算上这些
费用，我一斤菜得加 2 毛钱批发
给下游的小商贩和社区蔬菜店。”

在北京达智桥胡同的一家社
区蔬菜店，28日的蔬菜价格是绿
甘蓝 1 元一斤，紫甘蓝一斤 1.5
元。老板张述和媳妇每天都要去
批发各种蔬菜共 300斤左右。两
人打理的这家 20 多平方米的店
面，每月需要房租 3800 元，再加
上水电等费用，每月成本 4000多
元。此外，还会有蔬菜损耗。

记者看到地上堆放着不少辣
椒，有些已经发蔫，有些已经破
了。张述说，叶类菜、辣椒等损耗
比较大，当天卖不完第二天就没
人要了。“总算下来，进来一斤菜
能卖出去七八两就不错了。一般
一斤加价六七毛钱再往外卖，否
则不够成本。”

专家点评：缺乏规模化
生产农民赚不到钱，传统流
通模式中间交易环节费用
过高

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
邬跃说，农民辛苦种的菜为什么
不挣钱？原因在于生产规模小，
流通没有组织化，甚至不知道该
种什么。这与缺乏有组织、有规
模的农业合作社有关。没有相关
的组织统一议价、销售，以及提供

化肥、饲料等服务，个体零散地坐
在地头跟菜贩子交易，议价能力
当然不高。

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
分团副团长刘同理认为，传统流
通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周
转环节多，农产品的保鲜度低；二
是从产地到餐桌，层层加价，菜农
没有增收，市民没有买到便宜的
菜；三是经过层层流转，农产品损
耗很大，把劳动成果变成无效消
耗，造成很大社会浪费。他还提
出，大型批发市场的收费名目繁
多，很多是不合理的，而且也过
高。

中国公路学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徐丽说，在流通成本中，运输
成本是占比例较小的因素，中间
交易环节的费用是影响流通费用
最大的因素，也是影响价格的最
终因素。相比长途运输的产品，
中短途产品的中间交易环节占比
更高。

如山东寿光批发市场的蔬
菜，运到北京五环时和进入市区
的超市相比，价格涨到3倍，在其
整个流通成本的构成中，运输费
用只占 10％左右，中间环节交易
费用占63％。

刘同理建议，要大力推进农
业的规模化生产。此外，利用“互
联网＋”将蔬菜等农产品通过农
村网店直销，取消中间环节，既让
农民增收，还可抑制城市农产品
物价。另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合
作社直接对接学校、机关、部队、
超市等，减少中间环节，有效控制
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