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徐海军 孙力优

本报讯 “不用两头跑了，进

一家门就能办两家事。”这是开具

外来建筑劳务发票的纳税人对纳税

服务变化的直观感受，也是纳税服

务提升的真实写照。

去年以来，市地税局进一步

加强与国税部门的合作，联合开

展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共有 1308 家被评定为 A 级企业，

“营改增”、“金税三期” 两大税

改战役以来，国地税部门联合开

展纳税人培训、辅导和宣传工作，

举办联合培训 13 场次，惠及 5000
余人和 9000 余家企业，办税服务

厅不仅增设了办税标识、涉税事

项办理“易拉宝”一次性告知，

还进行了税费委托代征和窗口派

驻，切实解决了纳税人“多头跑、

多头问”现象，极大程度方便了

纳税人。

与此同时，市地税局还进一

步加大“税银合作”力度，实质

助力企业发展，在与建设银行临

安支行先行合作的基础上，拓展

了合作的广度，去年与我市农村

信用合作社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为企业解决融资瓶颈，拓宽融资

渠道提供了路径。2016 年，通过

“税易贷”平台采用无抵押、无担

保方式共为 100 家企业解决流动

资金 5000 余万元，拓展了小微企

业融资渠道。

市地税局
创新服务打好便民办税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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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杰实业 270多名员
工齐聚一堂，热热闹闹迎新年。
当天，公司邀请全体员工一起吃
年夜饭，登台演出，交流感情，感
谢员工的努力付出，展现企业人
文关怀，活动还表彰了 2016年
度优秀员工，对困难职工进行了
慰问。据了解，2016年天杰实业
实现销售产值 3.2 亿元，同比增
长 17%。
记者 金凯华通讯员 宋利民 摄

企业效益好
员工福利高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连日来，高虹镇 2017
年“百路千里”工程———大鱼线拓

宽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

施工，工程作业车辆繁忙穿梭在工

地上，确保春节前完成 2 公里路基

工程，方便群众出行。

大鱼线是高虹镇通往石门、龙

上、大山 3 个行政村的唯一公路，

由于该公路位于崇山峻岭，再加上

地理因素，整条道路一面临水、一

面临山，路面狭窄，车辆交会比较

困难，严重制约了 3 个行政村农副

产品的运输及农家乐发展。前些

年，在新农村建设中已有部分路段

拓宽，但仍有 10 公里路面没有改

造过，路面宽不足 4 米。拓宽大鱼

线一直来都是人大代表呼声最高的

议案，也是广大群众的夙愿，在刚

刚结束的高虹镇第十七届第一次人

代会上，拓宽改造大鱼线公路被人

大代表票决为 2017 年政府实事工

程之一。高虹镇人大和政府为了尽

早实现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的愿

望 ，人代 会一 结束 就 全 面部 署

2017 年“百路千里”工程，多次

与上级交通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决

定采取分段施工的办法，整条道路

的设计、放样等前期工作已全部完

成。

目前，石门至龙上 2 公里拓宽

改建工程已启动，春节后再实施水

涛庄水库尾至石门、龙上至龙头舍

8 公里，力争 2017 年底完成全线

10 公里路面的拓宽改造工程。

高虹镇
大鱼线拓宽改造工程提前启动

春节放假期间，根据广大群众实际出行需求，临安

公交对各线路首末班及夜班车运营情况进行调整，具

体如下：

1、调整 K1-K10、K31、K31A、K32、K61、K71、K83、
K131、K178A、K188 路公交线首末班时间如下：

1 月 27 日（年三十）：首班车时间不变，末班车时

间统一为 14:30。
1 月 28 日至 1 月 29 日（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三）：

首班车发车时间为 7: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 15:00。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正月初四至正月初六）：首

班车发车时间为 7: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 16:00。

2 月 3 日（正月初七）所有线路恢复正常营运。

2、其他城乡公交线及临安至於潜（昌化）、杭州至

於潜（昌化）按各公交站张贴的营运时间执行。

3、K6、K7、K9、K31A 夜班车 1 月 27 日至 2 月 6 日

（年三十至正月初十）暂停营运，于 2 月 7 日（正月十

一）恢复正常营运。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请相互转告，谢谢合

作！公司服务热线 0571-23662176。

临安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16日

关于2017 年春节放假期间市内公交营运时间调整的公告 关于 2017年春节期间（年三十至年初四）
调整 592路、598路、599路运营时间的公告

2017 年春节将至，根据往年来春节期间乘客出行的实际需求,公司打算今年春节期间 1 月 27 日（年三十）至

1 月 31 日（正月初四）对 592 路、598（A/B/C）路、599 路的运营时间进行以下临时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1 月 26 日（年二十九）营运时间照常，但班次

间隔有所增加，2 月 1 日（年初五）起运营时间、

班次恢复正常运营，涉及 592 路、598 路、599 路春

运期间的发车班次请以当天实际站点发车为准，

如遇特殊天气运营调整另行通知。服务热线：

61081012。
杭州临安金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16日

各方合力摸清“三农”新家底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需要各方

通力合作，我市各镇街、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合力做好普查工作，在设备物资、宣传

动员等各项保障方面，为普查创造有利条

件。

11 日一早，市农普办工作人员分批

前往各镇街，走基层了解农业普查的开展

情况。“工作开展前期，村里的普查员已经

接受过多次培训，但由于此次普查内容和

方式较往年都有所改创新，在实际普查工

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农普办工作人员

叶晶说，今天下乡针对普查员的一些问题

给他们答疑解惑。

工作人员刚到板桥镇上钱村，村里的

4 个普查员刚要去农户家进行普查。“朱

衷良家的普查表没有填写完整，昨天已经

去过一趟，只有他妻子在家，有些情况不

了解，约了今天再走一趟，他们准在家里

等着。”何雪刚这样扑空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农户家里没人的情况占了整村普查

对象的 20%，跑得多的都已经十几趟

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是外出打工的村

民返乡的时期。何雪刚说，这也是推进工

作的一个大好时机，“趁着过年，外出的人

都回家团聚了，我们也赶紧把这些在外打

工的农户的农普工作做掉，解决了一块硬

骨头啊！”何雪刚已经和多位村里外出农

户电话联系打好招呼，等他们一回来就进

行农普情况摸底。

普查结束后，一行人回到了村委办事

处。“凑着今天的机会，我们普查中遇到的

问题要好好请教下市里的工作人员。”另

一名普查员邵伟军说。就在这时，市农普

办工作人员拿着一份农户普查表来给邵

伟君纠错了。

上钱村王忠明家养了 260 头羊，有个

小规模羊场。“但邵伟君没有按照规模农

户普查表的格式来进行农普调查，而是填

成了普通农户普查表的形式。”叶晶向邵

伟君解释了原因，“养羊 100 头以上、养猪

200 头以上的农户就要按照规模农户普

查表来填写。”

一上午，市农普办的工作人员了解了

板桥镇、锦南街道两个镇街的农普工作。

工作人员表示，针对遇到的问题，村级普

查员还需对农业普查表格进行深入的学

习，更好地开展农普工作，摸清新时期三

农“家底”。

三级机构助力农业普查工作
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

查，主要目的是为了查清农业、农村、农民

基本情况，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

发展新情况，反映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

生活新变化。“开展农业普查，对于科学制

定三农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市农普办常务

副主任潘仙芳说。

工作袋、宣传马甲等物件是普查员的

标准配置。为了能让普查员更好地开展农

普工作，市农普办落实普查经费，保障物

资供应到位。除了上级统一配发的普查

表、宣传画等，市农普办还添置了农普环

保袋、工作笔记、手电筒、纸巾纸杯等物

品，并将相关物资及时发放到镇街、村（居

委会），确保物资保障到位。

为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顺利开

展，我市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做整个普查

工作的准备阶段，设立了我市农业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级、镇（街道）、村（居委

会）前期组建了三级农业普查的组织机

构，选调了普查员和指导员。”潘仙芳说，

普查员工作的顺利展开，离不开开展前期

的 13 期“两员”业务培训。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是需要大

家通力合作的一件事。我市各镇街、各有

关部门各司其职，合力做好普查机构人

员、经费与“两员”补贴、设备物资、宣传动

员等各项保障工作，为普查创造有利条

件。

技术创新提升普查工作质量
参与过前两次农业普查工作的普查

员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创新调查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开展普查，减轻了普查员的工作量。在

普查方式上，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应用手

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PDA）、遥感等现代

技术，利用互联网对普查数据进行联网直

报，全面提升普查的工作效率、数据质量

和服务水平。

“我们临安这次抽到四个村这四个村

是抽样调查的无人机航拍其中有一个村

是通过遥感影像根据影像来测算农作物

面积然后推算整体面积。”潘仙芳说，从对

人的调查变为遥感监测，能减少各方面对

数据的干扰。

另一方面，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

PDA 也将首次运用到农业普查当中。“入

户登记时，纸质普查表先进行填写，信息

采集完后，再把纸质数据录入 PDA ，也

就是一台类似平板电脑的小巧的便携式

数据终端。”潘仙芳说，农户普查表有 500
多个指标，有些手工审核，不一定能审核

清楚，使用 PDA，本身程序上就有一个审

核系统，这样能减少误差，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和以往相比，在技术上向前迈了一

大步。

农普入户登记工作开展十余天，各镇

街普查员基本都能熟练掌握 PDA 录入工

作。前期为了让普查员更好地熟悉该项技

术，杭州市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处理软件

培训班在我市开班，来自杭州市农普办的

专业人员讲授相关操作说明。“先是镇里

的农普指导员参加了市级培训，结束后，

镇级农普指导员还对村级的普查员做

PDA 的演练操作指导。”板桥镇农普工作

人员童珊说。

据悉，全市普查登记对象 11.6 万余

户，确权耕地面积 28 万余亩。截至目前，

全市 18 个镇街完成入户登记 42780 户，

计划在二月底全面完成入户登记和 PDA
录入工作，并进入下一步复查阶段。

农普工作：走进千家万户惠及平常百姓家
1 月 1 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进入入户登记阶段。普查工作顺势铺开，这期间，从基层选拔出的近 1500 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成了近期镇街工作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穿上宣传马甲，挂好农业普查证，拎上专业工作包，普查员走家串户，挨个细致地填好普查表格，对农户的住房、农作物播种等情况进行十年一次的盘点，替全市

百姓写好三农“答卷”。

正是这支基层的工作队伍，用他们的力量和市镇（街道）两级的农普工作人员一起撑起了普查工作，为国家制定出更加惠民利民的“三农”政策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农户的家底询问内容细致，工作量比往年大。普查工作在普查方式上进行了技术创新，全力推进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PDA）、遥感等现

代技术的应用，利用互联网对普查数据进行联网直报，全面提升普查的工作效率、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

窨井冒水不止 路面积水成隐患
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近日，有村民反映，

玲珑街道高坎村畚斗湾 6 号附近

有窨井不断冒出清水，造成马路

积水，给行人带来不便，同时还

存在安全隐患。

日前，记者来到高坎村进行

实地查看。该窨井位于名为祥和

烟花总经销的商铺前。当天天晴，

但是窨井却不断冒出清水，距窨

井 4 米左右的低洼地积水最为严

重，路面既潮湿又显脏。“原先

水泥地被窨井流出的水冲刷，还

有钢筋露在外面，现在已经用水

泥浇筑了。”根据村民提示，记者

看到该低洼地虽暂无钢筋裸露，

但四流的水已经渗进带有电力标

志的井，至于该井下是否有电缆

则不得而知。至于 02 省道旁，连

接地下管道的雨水管也早已堵塞，

致使地下水管的水无法通过该雨

水管排出。

附近一村民说，自去年 9 月

下了一场暴雨，山水带着泥沙进

入下水管道，才导致管道堵塞。

相关单位来了一批又一批，最后

都没解决问题。“也有施工队拿

着竹竿疏通，但是通了一个多小

时，一点起色都没有。”

记者溯源而上，来到祥和烟

花的屋后进行查看。发现该房屋

后头是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临

近过年，工地并未施工，只看见

大片黄土裸露。山水正顺着沟渠

流入村民屋后的下水道。

有村民告诉记者，那场暴雨

不仅堵塞了下水管道，冲刷下来

的泥沙还堆积在农户的屋后，为

此相关单位清除了屋后的泥沙并

挖通沟渠，至于房屋前方被泥沙

堵塞的下水道则因牵涉多个部门

迟迟没有疏通，山水被“逼”得

只能从窨井盖流出。

气温骤减，积水的路面一定

会结冰，而低温下刚浇筑好的水

泥地面经车辆碾压后也可能开裂

再次裸露。一个小小的窨井却牵

涉多个部门，附近的村民都希望

相关单位能合力解决该问题，尽

快消除安全隐患。

（上接第 1 版）

答：市委组织部将紧紧围绕我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城市国

际化、产业现代化、全域景区化”发

展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一是坚持优化结构和强

化素质并重，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及时跟进换届后续配套

管理措施，重抓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打造绝对忠诚、干事担当、

干净自律、充满活力的“临安铁

军”。继续实施本地干部定向招聘。

从 2015 年起利用 5 年时间，重点

对本地村干部、大学生村官、退伍

军人定向招聘 100 名左右熟悉乡

情、了解民情的事业编制本地干部

充实到镇街干部队伍。二是坚持

“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确保

村级组织换届圆满完成。推行党支

部标准化建设，制定“一套标准”，

即思想建设标准化、组织建设标准

化、作风建设标准化、反腐倡廉标

准化、制度建设标准化，通过分类

制定标准、严格实施标准，提升基

层党支部自转功能。

记者 郑逸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