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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蔡文菁）2月19日是元宵
佳节，吕城镇以“灯谜乐元宵”
和“双龙闹元宵”的形式庆祝这
个传统的节日。

当天上午，吕城镇文体中
心内热闹非凡，由吕城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主办的“灯谜乐

元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五
颜六色的灯笼、包揽万千的灯
谜、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衬托
着人们专注思考的脸庞，好一
番幸福的景象。

与此同时，丹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留庄双龙”也在吕城
镇蔡塔村热闹上演，队员们身

着整齐统一的服装，色彩艳丽
的双龙上下翻腾，每到一处都
吸引了众多群众。据悉，“留庄
双龙”代代相传，至今已有两百
多年历史，自腊月“点灯”至元
宵“落灯”，已在全镇开展了 20
余场表演。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施宏俊）清理河道沿岸垃圾
和水面漂浮物，取缔禁养区范围
内畜禽养殖场，排查河道沿岸

“小散乱污”企业……去年以来，
全市从上至下的“环保风暴”和

“河长制”巡河工作对当地水环
境污染的防治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已
在一些地方显现。记者昨日从

市环保局获悉，今年我市将以
“截、堵、疏、引、治、整”六字治水
方针为引领，多措并举推进水环
境综合整治，并以治水为突破
口，推动我市经济转型升级。

治水是系统工程，要综合施
策、精准发力，积小胜为大胜。今
年，我市将首先狠抓环境保护责
任落实，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抓好园区规划环评，控制环境敏

感区域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河长
制”，构建市、镇、村、组“网格化”
管理体系，建立水陆共治、部门联
治、全民群治的水环境保护体
系。其次，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严
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严控高耗
水、高污染重点行业，取缔涉水

“十小”企业（小型造纸、制革、印
染、电镀等），严处超标排放企业，
倒逼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抓好重
点工程建设，围绕长江经济带生
态保护，全力推进司徒、石城、沃
特城镇污水处理厂5万吨扩容项
目，建设配套污水管网15公里，

建设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33
个，抓好中小河流疏浚河道 139
条，抓好界牌红旗河、界牌河、武
阳河以及丹北太平河整治工程，
加强水源地执法检查，确保水环
境考核任务完成。四是强化农业
面源整治，加强禁养区督查，强化
非禁养区治理，落实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使
用，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和系统防治；推动种植业清洁生
产，做到农作物秸秆、农田残膜合
理处置，减少涉土、涉水污染，提
升绿色种植。

重拳“治水”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吕城“灯谜”“双龙”齐闹元宵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王辉）昨日，“欢乐闹元宵
幸福新导墅”亮花灯、猜灯谜体
验传统节日之“元宵节”系列活
动在匡亚明小学举办。一盏盏
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的花灯挂
满了校园，营造出了浓浓的节
日氛围。

据了解，所有花灯均由匡
亚明小学的学生们亲手制作完
成，古朴典雅的宫灯、栩栩如生
的动物造型花灯、吉祥如意的
莲花灯等，将整个校园装饰一
新。赏完花灯，再猜灯谜。环
绕着教学楼的走廊里，悬挂着
一条条精心准备的灯谜，同学
们三五成群，兴致盎然地投入
到竞猜活动中。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导墅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节庆文化，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

导墅亮花灯、猜
灯谜活动获热捧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老年书画作品贺元宵

近日，市规划
馆组织策划了“喜
闹 元 宵 ”系 列 活
动，众多受邀或者
主动报名的市民
在规划展示馆内
齐 聚 一 堂 ，做 花
灯、猜灯谜、品
美 食 、 吃 元 宵 ，
在欢乐的氛围中
喜 迎 元 宵 佳 节 。
活动还特邀了老
年大学剪纸班与
葫芦丝班的学员
及 “ 丹 阳 好 人 ”
马 勇 参 加 。（记
者 蒋玉 通讯员
马晓燕 摄）

规划展示馆
“喜闹元宵”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刘芳玲）昨日上午，“欢
度元宵 祝福祖国——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丹阳市老
年书画协会书画作品展在美
术馆举行。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了
由市老年书画协会会员创作
的75幅书法、绘画作品，吸引
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徐丹惠）记者从全市市场监
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上获悉，2019年，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围绕市委“创新实干、主
动作为，行稳致远、克难奋进”十
六字方针，围绕“守住底线、营造
环境、规范竞争、提升质量、促进
发展”二十字目标，高质量推进
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去年，全市市场监管工作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立足
改革谋创新、服务促发展、民生
守底线，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化

“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市场营
商环境，通过名称自主申报、设
立代办帮办平台、全程电子化登
记等措施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
全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16293
户，其中企业4738户、个体工商
户 11555户；实施“商标品牌战
略行动三年计划”，全年新增有
效商标 3310件，全市有效注册
商标数达16475件；标准化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共立项国家级
标准化项目3项、省级标准化项
目3项，指导企业采用国际标准
或国外先进标准35项。

在民生实事方面，严守食
品药品安全，实现全市138家中
小学校和托幼机构、49家养老
机构食堂、2家中央厨房和5家
餐饮企业视频式“明厨亮灶”，41
家社会餐饮透明式“明厨亮灶”；
推动消费维权改革，开通微信投
诉渠道，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举报 832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约235万元。同时，强化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坚守安全生
产底线，大力打击非法集资，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年，市场监管局将加强
职能整合队伍融合，进一步提升
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积极探索
综合执法和消保体制改革，逐步
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
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进一步净化高质量发展环境；
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着力营造
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
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安全放心
的市场消费环境，让人民群众买
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市管局全力打造
“三个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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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税务

1、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优
惠政策涉及部分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
的优惠内容是什么？

答：（1）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按照税额的 50%减征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已按规定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第一
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2、小微企业普适性便利办税措
施有哪些？

答：这次普惠性政策的普适性便
利主要体现为：“三个无需”和“三个
自动”。“三个无需”是指：凡符合条件
的纳税人，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政策，均无需任何审批流程、无需任何
核查手续、无需任何证明资料，只要如
实填写纳税申报表即可享受。“三个自
动”是指凡采用电子申报的方式，只要
纳税人项目填写完整，系统就可以自
动帮助享受减免税优惠，包括自动识
别纳税人是否可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政策，自动提醒纳税人享受小微
企业普惠性减免政策，自动计算纳税
人的可减免税金额。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举措。近日，市税务局从组织部
署、宣传服务、督查考评三方面
多措并举，确保“真金白银”的改
革红包落地见效。

一是行动“快”，组织部署落
实有力。“一份部署九分落实”，

市税务局将小微企业减税普惠
政策落实作为年初开局工作的
重中之重，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扛牢抓实，采取有效措
施，助力小微企业快速健康发
展。成立领导小组和 5 个专项
组，健全工作机制，系统梳理 60
个政策要点，完善制定 5个制度
规范，细化明确 35个流程节点，

确保基层各部门税务干部熟练
掌握，帮助纳税人政策受益面达
到100%。

二是覆盖“全”，宣传辅导到
位加力。市税务局紧紧抓住“三
扩大”“三无需”“三自动”等新政
策宣传重点，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专栏、短信提示、微信群发等方
式，特别是针对预计新扩围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通过企业微信
群已推送 6596 户，确保每户应
享受税收优惠的小微企业“应享
尽知”“应享尽享”。与此同时，
创建“大型专场+基层定期+导
税服务”培训宣传机制，编制《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汇
编》《操作指南》等，组织业务骨
干采取分批集中培训方式，按照
优惠政策类别分类制定宣传套
餐，精细精准宣传讲解，现场帮
助化解疑难。目前已组织 16场
培训会，1200 多位企业财务人
员参加。此外，运用 12366小微
企业咨询特服号、微信交流群等
线上媒介实时为纳税人解疑答
惑、开展专项咨询，确保纳税人
一个电话、一句微信，税收优惠
讲通。

三是考评“严”，内外监督双
向发力。市税务局以小微企业
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情况为重
点，全面掌握减免数据，专项绩
效考评督查，主动对接外部监
督。一方面，创建“面线点网格
化”监控机制，在面上，机关职能
股室负责全市减税政策落实实
时监测，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问效；在线上，基层管理分局
指定专人紧跟申报数据动态监
控，分片负责做好数据统计；在
点上，分局管理岗及时提醒企业
享受优惠政策，辅导企业正确申
报，开展减免税效果分析。另一
方面，将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
策落实作为 2019年绩效考评重
点，制定15个考评指标，明确12
个专项督察节点，做到工作推进
一层、督查跟进一步，强化监督
问责，层层传导压力。

12366热点问题市税务局“三字诀”速递“新春减税大礼包”

办税服务厅内，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零距离
纳税申报辅导工作。

丹阳日报APP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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