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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尽力做好网格长

说起为何当上这个网格长，
今年 72 岁的步六生告诉记者，
自己退休后，闲在家里无事可
做，便主动为周围居民做着一些
力所能及的小事。四年前，居委
会找到他，说有一个网格长由于
一些事情不能继续做下去了，希
望他来担任网格长。“我一听，
居委会肯定是觉得我能做好，那
么我也就不就推迟，做起了这一
片的网格长。”步六生笑着说，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权当锻炼身
体啦。

说归说，步六生做起来可是
一点都不马虎。自打他担任兴隆
苑小区的网格长，小区卫生状
况，邻里矛盾纠纷等现象都有了
较大改善。步六生负责的网格片
区是 5 栋楼，将近 200 户人家。

“我可以拍胸脯保证，这一片就
属我的卫生费收得最好。”步六
生说，以前难收，现在卫生搞好
了，大家都很支持他的工作。一
个小区里，小问题总是有的，尽
量给他们解决，能帮的尽力去帮
忙，大家也就能互相理解了。

采访时，步六生告诉记者，
就在去年，小区里曾发生了这样
一件事，一个六楼的住户向他反
映说自己家房屋漏水，怀疑是因

为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楼顶下水
道堵塞，造成屋顶漏水。“他们
找到我，让我去帮忙找专门的
人，但我一想，我要找人，先要
了解下基本情况吧。于是我就跟
他们说，我先上去看看什么情
况，看了之后，发现果然是下水
道堵塞了。”步六生告诉记者，
这个六楼的住户夫妻俩身体不
好，年纪也大，况且像这样的
活，找人也不好找，我就跟他们
说，让他们准备几个方便袋，我
来帮他们疏通。“一开始，他们
怎么也不肯让我去，后来，在我
的坚持下，他们还是同意了。”
步六生说，解决后，那对夫妻俩
过意不去，非要送一些东西给
我，我都谢绝了。“老步人不
错，大家有事找他，他都会高高
兴兴地帮你。”一旁正要外出的
小区住户李女士告诉记者。

苦心劝服偷车贼 贴钱
规劝别贴小广告

步六生不仅是这一片区的网
格长，他还是这一片区的卫生监
督和安全巡逻员。由于小区是开
放式的，晚上总有外来人员进入
小区，此时，如何保障小区内的
车辆安全成了老步的一件心头事
儿，吃过晚饭，老步就会喊上老

伴一起到小区里散散步，说是散
散步，其实，老步的眼睛可没有
闲着，他紧盯小区里的可疑人
士，只要有什么异常举动，老步
就直接上前询问。

就在去年的一天晚上，步六
生看见一个人正鬼鬼祟祟地站在
一排电动车前，当时步六生就怀
疑，这人可能是撬锁的，于是他
稍稍避开，等到那个人弯下身子
想要撬锁时，步六生便一个箭步
上前，直接向对方询问，对方起
初还想抵赖，表示这辆车是自己
的，可是经不住步六生的再三询
问，对方向他承认了偷车的事
实。“当时，他跟我讲了很多好
话，让我不要送他去派出所，我
当即就跟他说了，你有手有脚
的，为什么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
事呢，今天偷电动车，明天就可
能偷汽车，你这种行为是违法
的！”步六生告诉偷车贼，人要
踏踏实实做事，不要想着意外之
财，最终，在步六生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的说服下，偷车贼再三
保证，以后绝不再做这种事情。

步六生告诉记者，也是在去
年的一天晚上，自己在例行巡逻
时，发现一个小伙子在贴小广
告，他当即上去劝阻。步六生告
诉他，“城市牛皮癣”贴了不仅
有碍美观，有时还会害人，上面

的内容多不实，而且现在全市上
下都在争创文明城市，你这样的
做法不是背道而驰了么。得知不
让贴“城市牛皮癣”，这个小伙
子向步六生说起了缘由。“他告
诉我，他是外地人，来丹讨生
活，贴一张才几分钱，一晚上也
赚不了什么钱。”一边听着对方
的话语，步六生一边打量着他的
穿着打扮，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
子只有 15~16 岁，穿着破破烂
烂，人也老实，看着窘迫的小伙
子，步六生主动掏出 50 元给了
他。并且告诫小伙子，以后可不
要再贴“城市牛皮癣”了，果
然，自那之后，小区里再也没有
出现过那人的身影。

平时在小区里巡逻，步六生
总推着一辆自行车，随身带着一
个小包，小包里放着一只粉笔、
一只签字笔和一本笔记本，还有
一些垃圾袋，只要看见地上的垃

圾，他总是随手捡起来，装进垃
圾袋里；每周小区内的黑板报也
及时更新，遇上周围群众反映问
题，他也及时记到本子上，然后
及时反馈给居委会。每天总是重
复做着这些事，一做就是四年，
可步六生不觉得烦，不觉得苦，
不觉得累。他老是说，“能做一
点是一点儿，趁着现在还能走，
还有力气，多做点事总是好的。”

“还有力气，多做点事总是好的”
本报记者 旦平

回乡再次创业的“创客”
——记2017年丹阳市职工创业示范基地、镇江普罗泰克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耿云
本报记者 旦平

19日下午，记者来到兴隆苑小区，一进大门，便看到一位老先生正在把
一个废旧的自行车内胎剪成小块，放在自来水表井盖边缘。记者不禁好奇，
于是上前询问，这个老先生告诉记者，之前有周围居民反映这边的自来水井
盖比较疏松，车走过会发出“咣当”的声响，影响居民生活，他观察后便想出
这么一个办法。记者不禁为他点赞，细聊之下更是发现原来这位老先生就
是记者要采访的对象——步六生。

耿云，今年 34 岁，他回乡创
立的镇江普罗泰克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获得 2017 年丹阳市“劳动
美、创业美”职工创业示范基地的
荣誉。10日下午，在位于吾悦广
场的镇江普罗泰克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里，耿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穿着朴素的他，言语中透着踏实。

2006 年 6 月，大学毕业后他
顺利进入驻沪外企法国国际检验
局担任技术人员，由于工作努力，
他还被派至香港亚太总部工作了
一段时间。安逸的工作并没有磨

灭他内心的创业热火，那时，身边
也有很多人给他建议，开眼镜
店、投资生意等等。“不会游泳
的人猛地扎入水中只会淹死。”
耿云说，他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
东西来做，2009 年，他在上海
创立一家技术咨询顾问公司，主
要是为安全领域内的产品及技术
提供测试、鉴证服务，经过他多
年的努力，公司业务也已经慢慢
进入正轨。“在外企里打工，也
学到了不少经验，这对我后来自
己创业很有帮助。”耿云说。

谈及为何要回乡再次创业
时，耿云笑了笑，“我在上海已
经创立了一家公司，业务也已经
进入了正轨，按理来说，我只要
好好经营我这家公司就好。但我
每次回到丹阳看到病床上的母
亲，总有一种割舍不掉想回到故
里的情怀。”他告诉记者，这种
想法已经持续了很久，一直都不
知道怎么做。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了解到他一个客户是从事防护
用品生产工作的，之前产品一直
是销往国外，可是经过自己考察
调研后发现国内对于安全防护的
意识已逐渐增强，这是一块很大
的市场。“在老家也了解到一些
创业政策，觉得家乡的创业环境
很好，这也是促使自己回乡创业
的原因。”耿云说。就这样，
2013年3月份，耿云开始了自己
的再次创业之路，但是此时耿云
并没有关闭自己在上海的公司，

“要做两手准备嘛，创业都是有
风险的。”耿云笑称，做了几个
月后，他才不管上海的业务，一
心一意在家乡创业。

有了之前在外创业的经历，
按理来说再次创业应该会一帆风
顺，然而耿云在创业一开始就遇
到了很多问题。“对于做劳动防护
产品，很多人不理解，客户问得最
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花大价
钱买一堆劳动防护用品，增加企
业生产成本呢？’”耿云告诉记者，

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会
不厌其烦地给客户解释道：目前
来看，花钱购买正规劳动防护产
品似乎是有所亏损，但如果工厂
因为没有给工人配备劳动防护用
品而出现工伤，企业又将为此付
出多少？另外，配备了劳动防护
产品，说明企业尽力维护自己的
员工，对工人的重视必定也会换
得他们的回报——努力为企业创
造更高效益。再者，如果企业花
费低价购买了一批假冒伪劣产
品，这不仅不能起到安全防护作
用，而且使用寿命短，企业将为此
浪费更多金钱。经过与企业这样
晓之以理的交谈，一些有意识的
企业开始慢慢接受了他们的安全
防护理念，一些曾因为忽略劳动
防护吃过苦头的企业也主动上门
跟他们合作。

对耿云来说，能够沟通解决
的困难都不算困难。“之前镇江
有家公司，我们上门去沟通了很
久。”耿云说，对方是觉得我们
公司较小，担心我们的财务状
况，同时竞争的还有几家外资企
业，对我们能不能做下来，以及
对产品质量有一些怀疑。“我当
时觉得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于是我就跟对方负责人说，我先
把产品给你们用，觉得用得好你
们再付钱。”耿云告诉记者，“其
实这个决策对他们公司来说还是
比较大胆的，不过对方用了一段

时间后，觉得我们的产品不错，
至今我们还保持着友好合作关
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
客户资源，目前，客户涉及招商
重工、理文化工、德国汉高、天
工集团、中冶东方、长丰纸业、
龙江钢铁等一些比较知名的公
司。

“创业需要胆量、勤奋和资
源。”采访最后，耿云这样总结
道。胆量和勤奋，在耿云口中，
就是要有能吃苦的精神。“没有
一条创业之路是不艰辛的，坚持
下来，这是最基本的创业精
神。”上午还在接受记者的采
访，中午就要赶到丹北去给一家
企业做培训，下午还要在其他地
方跟客户签订单，耿云正是把这
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实在在地应
用到创业中。

回到家乡再次创业，耿云为
的不仅仅是自己事业的再创辉
煌，他想着为家乡的安全防护发
展尽一份力。目前，交运局、地
震局与耿云取得了联系，常备了
一些优质的防护用具。当然，计
划还不只这一个，耿云还在投资
打造一个安全防护实验室，希望
能够开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防坠落生命线系统，防切割防
护用品等，以填补国内空白，为
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为家
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耿云在给记者介绍防护用品种类和功能。记者 旦平 摄

步六生推着自行车在小区内巡逻。

步六生正在把一个废旧的自
行车内胎剪成小块，放在自来水
表井盖边缘。 记者 旦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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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 365 天，定期存款利
率计算却只有 360 天。日前，市
民李先生发现了这一奇怪的事，
并向市金融管理部门投诉，要求
相关银行补偿其 5 天的利息损
失。那么，定期存款的利息到底
是如何计算的呢？记者进行了走
访。

原来，2017年2月下旬某日，

市民李某在我市某商业银行柜台
办理了一年期的定期储蓄存款业
务，今年2月到期。然而，李某在
到期日去该银行网点办理存单兑
付时发现，他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的日期总共少了五天，因为有好
几个月未按实际天数“31 日”计
息，故认为该银行的行为涉及违
规。在与该行工作人员多次交涉
无果后，李某向市人行消费者权
益保护中心进行了投诉，要求该
行按实际天数 365天计算定存的

利息，并立即补充支付未予计息
的5天利息。

对于这一案例，市人行金融
服务二部主任陆卫东分析说，对
于利率计息方式的问题，2005年
中国人民银行就向各金融机构下
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
存贷款计结息问题的通知》，其中
对计息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日
利率=年利率÷360；银行可采用
积数计息法和逐笔计息法计算利
息；计息期有整年（月）又有零头

天数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
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
零头天数×日利率。因此，商业
银行按照年利率进行计息而不是
实际天数计息，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

不过，对于市民李某的申诉，
市人行认为可以酌情考虑。这是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并
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
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
案中，在双方对计息天数没有事
先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作出
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
释。为此，该银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精神，结合行业惯
例，可对消费者李某的申诉请求
予以综合考虑。最后，在双方的
协调下，李某撤回了诉讼。

一年定存计息天数是360还是365？
本报记者 嘉瑛 通讯员 陆卫东

案例案例金融金融

短期市场受风险偏好影响
会出现一些的波动，在贸易战
避险情绪驱动下，黄金、农业
和医药等避险行业短期有望成
为资金的避风港，仍具性价比
的核心资产如金融地产板块龙
头也将具备相对收益。

市场展望：从春耕反弹转
入震荡期。

——春耕反弹窗口结束，
市场转入震荡期。开年第一
天，我们首提春耕行情，随后
市场一路冲高。而在美股剧震
引发市场调整后、市场最悲观
之时，我们指出“市场将逐渐
企稳、回归常态、开启反弹行
情”，率先看好反弹行情，并指
明“拥抱大创新”。随后市场底
部开启反弹，大创新也成为了
市场主攻方向。当前，支撑反
弹窗口的几个重要因素都正在
或可能发生变化：1、年报期到
来，业绩真空期过去；2、两会
闭幕，市场维稳预期下降；3、
贸易战导致风险偏好恶化。因
此，我们认为春耕反弹窗口已
经结束，市场将转入震荡期。

——二季度，分子端和分
母端均面临风险，需密切关
注。1、贸易战背景下，出口这
一推动 2017年经济复苏的重要
因素将受冲击，从而影响经济
总量及A股相关行业的盈利状
况；2、年报期，密切关注业绩
不达预期风险，尤其是市场预
期过高或机构仓位过重的个股
或板块；3、金融去杠杆任重道
远，二季度可能是政策集中推
进的窗口期，流动性面临收紧
压力；4、美国加息、美股调
整、贸易战等外部变量将持续
影响市场的流动性环境和风险
偏好。因此，需时刻关注风险
并做好应对。

投资策略：短期配置避险

品种，长期看好大创新。
——中美贸易战对行业的

影响：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
的目的更多是在于制造业回流
与高科技技术出口限制。2012
至 2016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
占比的前五位行业是机电音像
项目、杂项、纺织品、鞋帽制
品和塑料制品，而此次美国的
加税行业则主要涉及航空、高
铁、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技术产
业，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
这种贸易制裁都很难直接大幅
改变我国对美的贸易顺差。特
朗普政府此举目的可能更多是
抬升相关高端技术产业链企业
在我国生产的成本，进一步为
其制造业回流美国服务。同
时，高端技术产品也是美国的
出口强项产品，此举能提升美
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应对
我国在高端技术产业相关产品
上的突破。

——短期配置避险品种：
短期市场受风险偏好影响会出
现一些波动，在贸易战避险情
绪驱动下，黄金、农业和医药
等避险行业短期有望成为资金
避风港，仍具性价比的核心资
产如金融地产板块龙头也将具
备相对收益。

——长期仍看大创新：长
期看，美国的贸易制裁实际上
进一步凸显了我国从国家层面
支持发展相关高端技术行业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强大内
需市场是支撑整个龙头大创新
发展的坚实基础。相关大创新
行业长期有望持续获得国家层
面的支持而发展，情绪面造成
行业整体杀跌过后，选择估值
和基本面具备性价比的龙头个
股进行配置。

主题投资：关注乡村振
兴、信息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
“兴”动能。

风险提示：流动性超预期
收紧、监管政策超预期变化。

信息信息金融金融

兴证策略王德伦：

短期配置避险品种
长期看好大创新

资讯资讯股市股市

大盘继续震荡寻底
高科技中小创值得关注

本报讯（记者 嘉瑛）本周
以来，A 股在上周利空因素和
周五市场大跌的作用下，继续
呈现震荡寻底的走势，虽然期
间略有反弹，但总体还未打破
多个压力线上的重重阻力。总
体而言，当前市场不容太乐
观，股民们还需结合国内外形
势变化，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灵活操作手中的个股。

牛散“梁华机械”分析
说，上周突然发生的中美贸易
战、外汇波动和外围市场暴跌
等诸多重大政治经济因素，使
得 A 股投资者的心理发生了巨
大变化，资金进入也更加谨

慎，原本可以开始的第二波春
季行情暂告一段落。从当前市
场的表现来看，沪指本周摸到最
低点 3060 点左右，个股也一片

“绿油油”，人气跌至冰点，这些
都给反弹之路设置了不少障
碍。不过，从中期来看，国内经
济维持稳健发展步伐，金融改革
不断推进，这些都给股市的稳定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股
民们还是不要太过悲观了，特别
是在当前低位，还是不要盲目割
肉了，相反可以乘低位布局一好
优质的成长股和小盘股，相信等
中期来看、行情转好就会有不错
的收获。

牛散“阳百万”则分析认
为，上证指数上周五跟随外围
暴跌，形成了“岛形”走势，

月线MACD也形成死叉，震荡
寻底在所难免。反观创业板，
在上周末快速下跌后，本周连
拔大阳收复失地，周二形成反
缺口，前期 1900点的大压力位
仍不可小觑。综合来看，目前
的沪深市场状态，短线难以逾
越，反制缺口有回补整固的要
求；创业板活跃主板的低迷状
况短期还将维持，不过大跌后
市场呈现一定的赚钱效应。与
此同时，他提醒股民们，中美
贸易战刚开始，加之外汇波
动，对 A 股影响较大；操作
上，主板个股暂时不予参与，
可积极关注高成长高科技业绩
预增中小创个股，保持快进快
出，严格止盈止损，仓位半仓
为宜。

论坛论坛牛散牛散

丹阳财经
维权投诉热线：
13861349763

丹阳日报
股友沙龙

QQ群：364874261 “丹阳日报财富汇”
微信平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
告)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
专项费用扣除”最受瞩目。近
日，报告起草人员解释了个税起
征点写入的幕后。

根据中国政府网公布的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幕
后”视频节目，国研室宏观司司
长肖炎舜表示，个税起征点写入
报告正是适应新时代需求，大家
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收入提高
了，个税起征点要大幅提高。

“这个时候就是时机成熟
了，方案成熟了，把它下大决心
给推出来，国务院领导都要下决
心，同时部门要制定方案。”肖炎
舜说。

中国最近一次提高个税起
征点是 2011 年，从 2000 元提高
至现行的 3500元。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提高起征点标
准的呼声也不断加大。

今年预算报告明确 2018年
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时任财
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今年全国
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财政部会

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
的变化来确定起征点，给出一
个政策性的建议。加快启动个
税改革方案，同时启动个人所
得税的修法，将个税改革方案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
程序进行审议，审议以后来组
织实施。

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
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此前在报
告吹风会上表示，个税起征点
要综合考虑税收制度等相关的
改革，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
受能力，居民的增收需要等方
方面面关系，经过全国人大的
讨论和批准。“最后相信会让各
个方面能够接受，也有利于改革
发展和财政可持续。”

提高个税起征点在报告中
的位置，也别有新意。

国研室综合一司司长孙国
君说：个税起征点放的位置很有
意思。在“深化财税改革”里提
了一句话，要改革个人所得税，
但是具体的内容却放在了“稳步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里面。放在
这里具有政策导向意义，即要改
善人民生活，让工薪阶层能够通
过劳动改善生活。

此前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

财税专家表示，从专业上讲个税
起征点这一说法是错误，有可能
后面被修改。但最终获得全国
人大通过的报告，坚持了这一提
法。

孙国君解释，如果不写起征
点，写免征额或者扣除基本费
用，老百姓可能半天不知道这个
政策是什么意思，但一写起征
点，你只要看到这三个字，你就
明白什么意思了。

近日财政部条法司公布的
2018 年财政部立法工作安排中
称，力争年内完成个人所得税法
(修订)部内起草工作，及时上报
国务院。

史耀斌表示，个税改革还要
改革完善征税的模式，将现行
分类税制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
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
制。即首先将工资薪金、劳务
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
劳动性的所得综合起来，然后
再确定一个基本减除费用(即起
征点)，再适当增加专项扣除的
项目，进行征税。这样能使纳
税人税负更加合理，更好体现
税收公平，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
配的作用。

财文

官方解读提高个税起征点：

时机、方案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