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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军 杨光 王明
静）眼下，长江沿岸两边，正是一派
绿树依依、繁花似锦的春景。3月
26日，第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前
夕，随着南京中山码头上空响起的
汽笛声，南京“环保号”税收宣传艇
在长江启航。为了守护这一江春
水，江苏地税专门成立了一支由税
务人员、长江运输等企业环保志愿
者组成的“绿色税收志愿者服务
队”，他们一起登上“环保号”，从长
江南京段的中山码头起锚，沿途经
过南京轮渡公司、金陵船厂等相关
企业，宣传和解答环保税政策，引
导沿江企业和过往船只节能减排，
共同打造绿色生态廊道。

“我们长期在江边工作，可以
说是长江水质变化的见证者。前
些年，长江沿岸地区在经济发展和
生态平衡之间走过一些弯路，但近
几年，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纷
纷出台了许多环保相关政策。这

一带水域的水质一年比一年好，我
们也不时能看到江豚在江面嬉戏
玩耍。”南京轮渡公司中山18号船
长芮仕军一手转动着舵盘，一手指
着眼前壮阔的江面笑着说，他们也
非常关注今年开征的环保税，希望
能有更多市民、企业一起关注长
江、重视生态环境，共同建设美丽
新南京。

10时许，另一组志愿者服务
队的队员们来到江心洲一带，热情
地向“船老大”赠送税收宣传资
料。今年57岁的“船老大”翁孝军
听说这次宣传的税收政策涉及环
保，他紧紧地拉着志愿者张旻的
手，用浓浓的方言感触地说：“我是
河南人，在长江上开了30多年的
船，这几年长江经综合治理，水越
变越清，还经常能看见鱼跳出水面
呢。如今，国家又通过征收环保税
来保护环境、保护长江，我们这帮

‘船老大’要为国家好政策点赞，为

你们志愿者点赞！”翁孝军的话音
刚落，一旁的“船老大”们纷纷报以
掌声。

得知“绿色税收志愿者服务
队”到企业服务，金陵船厂财务、安
保等部门负责人便早早地等候在
船厂的岸边。“我们企业排放污染
物主要是废水和废气，进入管网的
废水是否不需要交环保税？”“我想
问一下，废气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
怎样的？”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廖娟
刚上岸，立马就被众人围住。面对
这些咨询，廖娟边热情地和大家打
招呼，边耐心细致地一一进行了解
答。“环保税实行的是‘多排多征、
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税收调节
机制。征收环保税旨在保护和改
善环境，倒逼企业减少污染物排
污，在加快转型进程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安保部负责人曹扬边
听边认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他
欣喜地告诉记者：“金陵船厂一直

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去年还安装了
粉尘在线监控装置，并对危废仓库
进行了防渗漏改造。今年，两地厂
区计划还要投入100多万元实施
除尘改造、危险废物合法处理等工
程。预计环保税开征后，我们企业
每年通过环保升级改造还能节省

一笔经费呢。”
“环保税申报期已进入倒计

时，第一次申报心里有些困惑，没
想到今天你们乘船上岸专门为我
们作政策辅导，及时、及时！”金陵
船厂财务人员小王对志愿者服务
队的队员们连连致谢。

本报讯（记者 鲍晶）日前教育部办公厅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8日
教育部办公厅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加快推进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记者昨日获悉，江
苏省教育厅已要求各地4月15日前向社会公布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举报电话和邮箱，年底前
公布各行政区域内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

据了解，我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正在进
行中。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
全面排查摸底：一是对校外培训机构情况进行摸
排、分类、登记、造册，重点排查办学资质、安全隐
患、教学内容、师资聘任、竞赛组织、招生宣传等情
况。二是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
排查，坚决杜绝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的利益
联系。三是对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全面
普查登记，详细了解每一名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
科目、时长、费用等情况。

各地将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针对校外培训
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进行整治。要建立基
层联合执法机制，坚决查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严
禁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办学活
动；严禁“无证无照”和“有照无证”开展面向中小
学生的培训；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举办或变相举办
与中小学入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测试、竞赛或排
位赛等；严禁将培训成绩以各种形式提供给中小
学校，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本报讯 （记者 鲍晶 通讯员 祖韬）
清明小长假即将到来，铁路部门预测，今
年清明出行高峰日客流量将超过春运单
日客运最高峰。铁路南京站计划加开列
车31.5对。

根据铁路南京站发布的2018年春
游、清明旅客运输方案，2018年春游30
天（3月24日~4月22日），该站预计发送

旅客58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7.2％。
旅客出行计划性较强，客流集中在4月4
日下午及5日、7日下午，高峰日为4月5
日，预计发送旅客31.2万人，比春运单日
客流最高峰多10万人。

清明节期间，铁路南京站共计划加
开旅客列车31.5对，南京站13.5对、南
京南站18对。其中始发列车有17列，

分别是：南京（南）—上海（虹桥）5列；南
京—盐城（如东）2列；南京（南）—徐州
（东）4列；南京南—杭州东1列；南京南
—芜湖、池州间5列。截至28日，4月4
日下午、5日上午和7日下午等出行高
峰时段，京津、郑西、汉口方向及管内苏
北、杭州、安徽等中短途车票已趋于紧
张。其余时间段，各方向均有车票发
售，其中川渝、两广、兰州、东北等方向
运能较充裕。

本报讯 （记者 王君东 通讯员 葛
杰 苏锦安）为鼓励见义勇为，南通市近
日将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奖励标准由
1万元提高到2万元。

近年来，南通市不断加大见义勇为
的表彰宣传力度，全市仅近8年来累计表
彰奖励7000余人次，表彰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528人，选树了一批以周江疆、王

新、周福如等为代表的重大先进典型，并
在全省率先推动出台奖励和保护见义勇
为人员的地方性法规、率先建立见义勇
为政府专项资金，为见义勇为人员及家
属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和困难，打造
了南通见义勇为工作特色品牌。此次，

该市在提高市见义勇为者奖励标准的同
时，还提高了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子女的
入学补助金标准，以缓解其家庭的经济
压力，其中高中生由1000元提升至1万
元，大学生由2000元提升至1.5万元，研
究生由3000元提升至2万元。

本报讯（记者 万森）3月29日上午，
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士兵训练营”活动在南
京市浦口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来自南京
浦口区公安消防大队珠江中队的消防官
兵们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课。

随着警笛声响起，学生被有序组织疏
散“逃生”。据了解，此次活动除了开展疏
散逃生外，还有消防官兵向学生赠送消防

战斗服、官兵学生开展队列训练、学生为消
防官兵献红领巾、内务练习叠被子比赛、消
防官兵教导学生利用水枪和灭火器灭火、
参观消防宣传车和消防展板等内容。

一个上午的消防训练，使特校的孩
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了消防安全知
识，将有效提高了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

我省累计市场主体超810万户
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谈玮 徐嵋）记者昨日从江苏
省工商局获悉，随着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
系统不断深化改革，我省经济呈健康快速
发展态势。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市
场主体达 810.20 万户，较 2016 年增加
16.04%，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底，在全省
810.20万户累计市场主体中，实有企业
289.96 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510.44万
户，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9.81万户，分别
较2016年增长16.11%、16.32%、1.88%。
全省平均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101户，超
出全国平均水平30户；平均每千人拥有企
业36户，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4户。

从数据可以看出，我省2017年度新
登记企业的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企业向
好趋势明显。2017 年全省新登记企业
中，第一产业9235户，同比增长2.86%；第
二产业12.49万户，同比增长28.66%；第
三产业41.61万户，同比降低5.98%。全省
新登记企业继续保持“三、二、一”产业结
构。

2017 年，全省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
较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良好发展势
头，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了重要动力。数据显示，苏南市场主
体总量仍占全省近半壁江山，苏中新登记
企业增速领跑全省。

从全国来看，我省新登记市场主体户
数重新回到第二的位次，仅次于广东，差
距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但从累计增速
看，我省超广东1.7个百分点，位居全国首
位。

遗失启事
●无锡金梦都商贸有限公

司广勤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注册号3202021805125；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
件，组织机构代码76242182-
1。声明作废。

无锡金梦都商贸有限公
司雪浪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原 件 ， 注 册 号
320211000018651，正本编号
320211000200806240049N，
副 本 编 号
320211000200806240083N，
声明作废。

●父亲洪双，母亲袁莉遗
失洪子晨出生医学证明，证明
证号P320368466，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柏
巧梅建材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121600665122，声
明作废。

●遗失刘子涵出生证，编
号：O321162558，声明作废。

●侯志康遗失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滨江学院就业推荐表，证
号69244873，声明遗失。

●无锡磊建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西漳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020022743001， 账 号
019801190002233，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菲艺雅贸易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1113023464298，正 本
编 号
320111000201608050156，
副 本 编 号
320111000201410300151 ，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赛德克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020025108503，声明
作废。

●遗失江阴市澄南庭晟
服装店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4152219820425001502，声
明作废。

●遗失江阴市澄南庭晟
服装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20281601169912， 编 号
320281000201501230180，
声明作废。

●遗失季玉荣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92320981MA1Q48Y881，正
本 编 号
320981000201708210107，
声明作废。

●遗失张家快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320722600043444，正本编号
320705000201204090028，
声明作废。

●遗失连云港市仙人湖
生态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 本 各 一 份 ，正 本 编 号
320721000201512180026，
副 本 编 号
320721000201512180027，
声明作废。

●遗失海州区公园社区
干将鸡排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705600538635，正
本 编 号
320705000201610080177，
副 本 编 号
320705000201610080208，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木禾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证号 J3010043842801，声明
作废。

●遗失江阴市顾山发艺
轩理发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20281600166309，正本
编 号
320281000201301280130，
副 本 编 号
320281000201301280131，
声明作废。

●遗失苏贝尔婚纱礼服
加工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508600105450，正本编
号
320508000201406270034，
副 本 编 号
320508000201406270035，
声明作废。

相城区卫计工会送健康进企业
本报讯（相城工）近日，

由苏州相城区卫计系统工会
和渭塘镇总工会合办，相城区
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职业健
康防护知识讲座开讲。

培训为期6 天，培训的主
要对象为渭塘镇规模较小的
非镇直管企业的法人及生产
主管，主要内容为如何教育职
工 做 好 艾 滋 病 预 防 、健 康

“531”心脑血管疾病预防，以
及厂区的基本卫生条件的要
求。同时，卫计系统工会人员
还在现场分发艾滋病宣传折
页、心脑血管疾病宣传折页，
并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知识行
为调查，得到企业和职工的一
致好评。

江苏通用路桥组织青年员工学习
本报讯（张国芳）近日，江

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组织
30余名青年员工开展为期一天
的学习培训活动。培训内容包
括观看电视纪录片《辉煌中
国》、植树、拓展训练等，旨在加
强青年员工的爱国爱家、保护
环境的意识，提高他们吃苦耐
劳的能力，激发他们以更好的
精神面貌投入工作。

专刊
gong hui zhuan kan

··服务职工服务职工工会
“2017年，在县委和市总工

会的正确领导下，东海县各级工
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实履
职、积极作为，在组织职工、引导
职工、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工会

‘十件实事’圆满完成，县总工会
被评为‘全省工会职工服务平台
建设省级示范单位’，为推动全县
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见面，
东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
工会主席范益春如数家珍般地谈
起了过去一年的成绩。

范益春表示，在新的一年里，
东海县将带领全县各级工会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市
争第一，苏北争一流，全省有位
次，全总有影响”工作目标，突出
主责主业，夯实基层基础，致力精
准服务，推进改革创新，团结带领
广大职工群众在推动东海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高”
新东海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以实际行动迎接江苏省工会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谈到具体措施时，范益春说，
要按照“创一流、创特色、创品牌”
的要求，大力推进实施“素质提

升、社会维权、民生改善、民主管
理、固本强基”五项重点工程，努
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争先、
增强各级工会活力争先、干部队
伍作风建设争先的“三个争先”目
标。具体来说，要打造“五大品
牌”。一是东海工匠品牌。掀起
以打造金牌工人争当东海工匠为
龙头，以创建工人先锋号和万名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为抓手，以全
面奔小康建设新东海为主线的社
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二是帮扶
服务品牌。建立推动民生改善的

“十位一体”帮扶救助新模式，夯
实、完善以县职工服务中心为骨
干，乡镇（系统）、企业帮扶工作站

（点）为基础的工会帮扶工作网
络，深入开展“春送岗位、夏送清
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活动，确
保全年建档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
困率达到20%。三是和谐企业
品牌。深入开展和谐企业创建活
动，以加大对劳动争议和群体性
事件调处力度为着力点，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工会大学校
品牌。依托县职工学校，深入开
展职工技能培训活动，大力推进
具有东海工会特色的“十佳学习
型组织”、“十佳知识型职工”等评
选，办好“企业职工大讲堂”，大力
加强职工书屋建设，建设一支适

应全县转型发展需求的高素质职
工队伍。五是活力工会品牌。精
心承办好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职工部篮球、羽毛球比赛，提升东
海知名度、美誉度；加强党建带工
建、工建促党建长效机制建设，进
一步创优全县工会科学发展的内
外新环境。

记者 周新林 通讯员 朱金永

本报讯 （记者 徐军霞 通讯员 耿国先）“指尖上的
工会”、“水滴筹·互助行”、环卫职工“乐享一日游”、女
职工“两癌”筛查、职工文化大舞台、“悦读”爱心小站、
法律超市、集体协商12345、工惠课堂、蓝领引航计划
……3月28日，在泰兴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四次
年会上，包括职工十大普惠服务项目在内的系列创新
工作成为亮点。

据泰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吕斌
介绍，今年，泰兴市将以建设“指尖上的工会”为目标，全
面提高工会干部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的能力，
为会员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主要有，优化工会门户网站
和“泰兴市职工之家”微信服务项目设置，汇聚宣传教育、
创业就业、职工维权、帮扶帮困、技能提升等项目功能，确
保线下工会主要服务项目全部上网；在开展两节“送温
暖”、“金秋助学”等传统帮扶工作的同时，突出工会元素
和地方特点，组织部分乡镇试行“水滴筹·互助行”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活动，发挥工会医疗互助保障对社会医疗保
障体系的补充作用；组织一线职工疗休养，开展“乐享一日
游”，让长期工作在苦、脏、累岗位的环卫工人放松身心；关
爱女职工健康，对参加“两癌”筛查的女职工给予资助；增
加公益性文化服务项目，打造职工愉悦身心的“温馨之
家”，以乡镇（街道）、园区工会为主体举办职工文化大舞台
演出活动，全年计划演出18场次，服务职工6000人。

同时，加快职工素质提升进程，开通“工惠课堂”，帮
助一线职工提升岗位技能。以“职工夜校（网校）”为载
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焊工、车工、电工、育婴师、厨艺等
技能培训不少于20场次，职工素养类培训不少于8场
次，开展三大产业紧缺性工种职工技能免费培训；启动

“蓝领引航计划”，建立“泰兴工匠”人才库，不断挖掘选树
新的具有产业、行业特色的“泰兴工匠”，为“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年内将分层次推动有条
件的劳模和工匠人才领衔创建创新工作室、示范性工作
室，培育3个以上具有示范效应的工作室典型；组织劳模
和工匠人才最优品质创建再造、最强技能状元现场教学、
最高发明专利单项比赛和最佳创新团队建设案例点评等
活动，推动劳模和工匠人才全方位提升能力素质。

泰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鞠林红在会上强调，各级工
会要着力提升站位、聚焦工会工作新目标；着力更新理
念、满足职工需求新期待；着力改革创新、激发工会工作
新动力。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支持工会改革创新，赋予工会组织更多资源和手段，重视
培养工会干部，为工会事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玉凯 记
者 朱波）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总工
会开展2018年“春风行动”，解决
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
这是江宁区总工会近年来推进职
工创业就业与创收增收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项工作着力让求职
者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享有基本公
共就业服务，扶持职工和更多群体
创业。

从2月26日至今，江宁区各
街道、园区总工会与劳保部门共同
组织招聘活动13场，700余家企
业参与，涉及百余个工种。参加招
聘的包括南高齿集团、上汽大通等
大企业，江宁区工会系统也组织了
部分岗位。据统计，招聘会共提供
行政后勤管理、会计、营销、餐饮服
务、家政服务等就业岗位1万余
个。在江宁高新区管委会与淳化
街道联办的专场招聘会上，现场初
步达成意向近500人。

同时，江宁区总工会法律维权
队伍驻点招聘会现场，为求职者解
决各种就业疑难问题，提供政策咨
询、培训指导和创业扶持等服务。
其中，由24名律师参与的“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农民工公益法律服
务，为求职者提供了就业入职中合
同签订、保险交纳、劳动纠纷等方
面的咨询。同时，江宁区10个街
道和3个园区共开展13场活动，
引导职工增强劳动合同意识，知悉
职工权利义务，提前防范，避免纠
纷。活动中接受各类咨询450余
人次。

另外，江宁区总工会在开展创
业帮扶方面，选树了省、市级职工
创业示范基地等34家，带动就业
1000多人，并借助市总小额贷款
担保平台，为自主创业人员提供创
业小额贷款，5年来共为400余人
提供创业小额贷款2000余万元。

为了激发职工创业热情，江宁
区总工会还举办创业规划电视大
赛，吸引在职职工、复转军人和在
校大学生等群体参与，最终选出婴
幼儿教育、校园传媒、家庭农庄、园
艺绿化等领域的创业金点子。目
前，部分项目已经成功实现创业，
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致富。据了
解，去年以来，江宁区总工会树立
了多个创业典型，发挥了不等不
靠、自力更生的示范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王君东）
2018年度南通市区特困职工申
报工作近日启动，拥有汽车、多
套住房、高标准装修住房以及有
大额存款或有价证券、有劳动能
力拒绝就业、法定赡（抚、扶）养
人有能力未履行义务、拒绝配合
工作部门对家庭状况进行调查
等七类情形的人员将不得申报。

该市明确，只有符合以下
基本条件的特困职工才可申
报。一、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均月收入低于1024元，同时
具有以下困难情形之一：1.因
病或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生活困
难的，2.抚养1个以上子女上
学的，3.丧偶或离异后未再婚
的单亲职工，且独自抚养在校

子女上学的，4.夫妻双方均为
原市属改制企业的定补（保养）
或续保（协保）人员，且其中一
人因病或因残而丧失劳动能力
或夫妻双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满3年难以再就业的。二、职
工本人或配偶、子女患有重大
疾病且医疗费用巨大，单亲家
庭且子女上高中或以上，这两
类情形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可
放宽到1600元。

本报讯（吴志 爱全 丁彬彬）为培养和造
就一批品格高尚、技艺精湛、技能高超、勇于创
新的“宿豫工匠”，近日，宿迁市宿豫区总工会
开展了首届“宿豫工匠”推荐评选活动。

据悉，凡该区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生产、技
术、研发等工作满三年，并仍在技术、技能岗位
上的在职职工，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和新兴产业的基层一线、操作岗位职工群体均
可参与。评选活动将在今年四月底前结束。对
最终荣获“宿豫工匠”的职工，将为其拍摄技能
展示视频，颁发证书和奖金，并优先推荐参加

“宿迁工匠”及“宿迁市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

第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前夕，江苏省常熟市“少年税校”配合税务机
关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收宣传活动，传递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好声音。图为
3月28日，“少年税校”举办宣传月启动仪式。据悉，这所由常熟市国、地税
局共同打造的“少年税校”成立于1998年4月，恰逢今年4月第27个全国税
收宣传月迎来第20周年的校庆。 孙军 韩音梅 摄

金陵石化公司2018年职工春季长跑比赛日前
在该公司石化体育场举行，本次比赛历时两天，来自
22家基层单位的115名选手参加角逐。 徐捷摄

环保税来了，企业准备好了吗？
南京“环保号”税收宣传艇启航长江

我省专项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

新时代·新举措·新目标

打造“五大品牌” 展现工会新作为
——访东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范益春

江宁区总助推职工创业就业创收增收

泰兴市总推出
十大普惠职工服务项目

南通市区特困职工申报审核启动

南通提高见义勇为奖励救助标准

清明出行高峰日客流量将超春运

特殊教育学校上演特殊消防课

孩子们过了把“消防瘾”。万森 摄

宿豫区总开评
首届“宿豫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