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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创新奖项目创新奖项目

本报讯 在近日召开的全市乡村旅
游（民宿）行业协会成立大会上，新当选会
长的印象沙地负责人袁东波表示，今后我
市旅游企业将以乡村旅游行业为纽带，加
强与政府的交流，反映乡村旅游诉求，做
好旅游区的提档升级。同时加强行业管
理，营造启东乡村旅游的良好氛围。

民宿在我市起步较迟，是最近两年才
开始建设并运营。从2017年起，恒大周边
的寻海时光、临海听风、云香等民宿相继
建成开业，一些区镇也纷纷筹划发展民宿
项目。但是，整个民宿行业存在产业政策
滞后、发展定位模糊、产品开发缺乏、服务
特色不够鲜明、整体发展不够平衡、中低
端民宿主导等问题。

针对我市民宿行业发展中遇到的种
种问题，市旅指委办自去年3月成立以
来，立即着手调研我市民宿发展现状。“我
们先后学习考察了民宿发展好的浙江德
清、安吉，苏南、上海浦东等地，根据国家
相关标准和民宿先行地区发展经验，规范
我市民宿发展，制定民宿发展指导意见。”
市旅游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
一彬介绍，我市在南通率先研究制订《关
于加快发展乡村民宿的指导意见》，为民
宿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依据。

3月13日，阳光明媚，江天生态园动
物园内热闹非凡，晒太阳的憨厚黑熊，在
水花里翻飞起舞的可爱海狮，赢得了现场
游客的阵阵欢笑声。“动物园是年前开业

的。作为启东第一家动物园，得到了广大
市民和游客的追捧，来游玩的人络绎不
绝。”江天生态园负责人徐刚告诉记者，除
了动物园，生态园的渔文化体验区以及研
学项目都受到了游客好评。

作为我市老牌的乡村旅游企业，江天
生态园致力于不断丰富旅游发展内涵，经
常参加市旅指委办组织的外出学习考察、
专题调研等活动，在结合我市丰富的江海
资源和独特的沙地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学
习吸取先进地区民宿发展经验，走出了一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

“我市民宿发展要突出‘小而精’‘简
而美’，关键是要有故事、有意境、有情感、
有品质的生活体验。”黄一彬说，民宿发展

模式要灵活有效，要尽可能抓牢“民”，策
划并打造好“宿”。我市将以寻海时光、印
象沙地、临海听风、好望海等一批各具代
表、运营良好的乡村民宿为引领，积极推
动圆陀角江海文化民宿集聚群、海复魅力
渔家风情、呆住（番茄小镇俱乐部）、芳菲
小筑等项目加快建设，打响我市民宿品
牌，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李朱雳）

我市提档升级乡村旅游业，制订乡村民宿发展指导意见

民宿发展“小而精”“简而美”

33月月1212日日，，养路工人在用沥青修补建设中路路面裂缝养路工人在用沥青修补建设中路路面裂缝，，防止因渗水损坏路防止因渗水损坏路
基基。。 郁卫兵摄郁卫兵摄

人医志愿者赴中远公司义诊
本报讯 日前，市人民医院团委组织

青年志愿者来到南通中远船务启东公司，
开展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职工测量血
压,耐心解答各类职业病、常见病防治常
识，现场演示了施工作业过程中工伤事故
的应急处置、救护流程，免费发放了健康
资料。义诊活动有效地增强了职工的健康
意识，提高了对疾病预防以及工伤事故应
急救护的能力。 （成炜 宋敏敏）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消费维权行政约谈会

约谈重点商家
提出整改建议
本报讯 3月13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消

费维权行政约谈会，对我市部分大中型商场超市、
网点类重点经营主体、电器经营商家、大型广告公
司进行约谈。

2018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畅通诉求
受理渠道，抓好投诉举报基础性工作，加强投诉举
报分析研判，对社会投诉热点问题加强预判警示，
妥善应对化解各类群体性投诉。全年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举报6215件，流转来信举报投诉220件，接
待来人投诉212件，接听来电咨询投诉举报458
件，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

约谈会上，执法人员与经营者面对面交流，宣
传《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江苏省广告条
例》等法律法规，指出经营者在广告宣传、标识、售
后服务、服务态度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
具体整改和处理建议，并要求经营者亮证经营、明
码标价、公平交易，以诚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黄欣美）

我市企业参加省船舶工
业经济运行监测统计培训

实行网上直报
操作灵活便捷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船舶工业经济运行监测

统计工作培训在江苏科技大学举办，市发改委组
织我市振华重工启东公司、中集太平洋海工、宏强
重工等重点船舶企业参加培训。

培训会传达了全国船舶工业统计工作会议精
神，介绍了全省船舶工业发展情况，学习了《船舶工
业统计报表制度》，布置了全省船舶工业统计年报和
定期报表，讲解了网上直报新报表制度的报送方法
及要求，对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重点
对一些难于理解、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讲解。

自船舶重点企业网上直报工作开展以来，我
市各重点船舶企业十分重视统计工作，对网上直
报工作认识到位，各单位统计人员反映现在的操
作比以前更加简便、灵活。 （钱爱仁 黄勇）

水务集团举办女性专题讲座
本报讯 3月12日，市水务集团举办

“发扬四自精神 培养魅力女性”专题讲座。
南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潘晴雯女士带来的讲
座突破了传统的说教模式，以互动的方
式，破解现场女职工在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并以现场学员为例，引导女职工乐于
欣赏自我、敢于表达自我、勇于突破自我，
让她们找到自信，收获魅力，成为有魅力
的女人。

（方金妹 姜斌） 路面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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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福彩猪年生肖票，刮出金条奖符，送
猪年生肖金条1根；单张彩票中得500元，
送价值400元的京东E卡。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为加强气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各
类气瓶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江苏
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等法律法规及《南通市质监局关于印发〈2018年南
通市气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通质
技监发[2018]99号）文件要求，现就严格落实气瓶
固定充装制度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气瓶实行固定充装单位充装制度，气瓶充
装单位应当充装本单位自有并且办理使用登记的
气瓶，对气瓶的检验和维护全面负责，向瓶装气体
消费者提供服务，建立以气瓶充装单位为责任主
体的气瓶安全监管模式。

二、气瓶充装单位严禁充装无二维码气瓶、超
期未检气瓶、改装气瓶、翻新气瓶和报废气瓶。

三、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瓶装气体经销单位
和消费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应标准要
求的气瓶，并负责对其进行气瓶安全使用知识
的宣传和培训。

四、本通告自即日起施行。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附：全市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名单及咨询
订气电话：

启东市机关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83680777
启东市万众液化气有限公司：83680777
启东市利民燃气有限公司：83680777
南通鲲鹏燃气发展有限公司：83680777
南通华骏气体有限公司：83680777
启东市丰达民用燃料厂：83680777
启东市金辉新型燃料有限公司：83680777
启东市惠民液化气有限公司：83680777
启东市吕港液化气有限公司：83415621
启东市聚南液化气有限公司：83932398
启东市江申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83871283

安全提示：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请直接拨
打上述电话办理相关业务。

关于严格落实气瓶
固定充装制度的通告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我省
原国税、地税征管系统将于2019年4
月1日起并库上线。为确保系统顺利切
换和正常上线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对纳
税人、缴费人正常经营的影响，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系统上线期间业务办理安排
（一）暂停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3月23日至3月31日进行

系统切换上线。在此期间，各类办税服
务场所（包括办税服务厅、行政服务中
心办税窗口、车辆购置税办税窗口、房
地产交易中心办税窗口、发票代开点、
委托代征单位等）、自助办税终端、电子
税务局将暂停办理所有涉税业务，但下
列业务仍可正常办理：

1.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
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和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的抄（报）税、开具上传、
发票查验、勾选确认、窗口扫描认证；

2.电子税务局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票3月23日至3月24日可正常开具；

3.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数
据报送办税服务厅业务；

4.出口退（免）税单证业务的《出口
货物退运已补税证明》；

5.咨询业务。
（二）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 3月 27日 00：00,电子税

务局普通发票开具功能恢复正常。
2019年 4月 1日 8：00，全省各级

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场所、电子税务局等
办税渠道恢复正常，可以办理全部涉税
（费）事宜。

（三）特别提醒
1.为保证税款及时入库，2019年3

月21日12：00起暂停所有POS机缴税
（费）服务，2019年3月22日24:00起
暂停TIPS缴税（费）业务，请纳税人、缴
费人妥善安排缴税（费）时间；

2.请需要领用发票的纳税人在
2019年3月22日前尽早办理发票领用
业务（电子税务局领用发票申请需在
22日12：00前提交）；

3.为不影响参保职工社保待遇，请
用人单位在2019年3月20日21:00前
缴纳当月社会保险费（苏州工业园区除
外）；

4. 3月份申报期截至到3月15日。
二、相关注意事项
（一）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根据本

公告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于2019
年3月22日（含当天）前尽早办理相关

涉税（费）事项。
（二）4月1日起，受办税高峰及系

统磨合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办税场
所拥堵、等候时间较长等情况，请广大
纳税人、缴费人合理安排涉税（费）事宜
办理时间，尽量错峰办理。

（三）上线期间，税务机关所有通知
均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
站，以及电子税务局、官方认证微信公
众号和微博账号、12366短信、办税场
所公告栏等正规途径和渠道发布。请广
大纳税人、缴费人切勿轻信各类未经税
务机关证实的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若有疑问，可向当地主管税务机
关及12366纳税服务热线、本地特服
号、官方网站等渠道咨询。有关问题、意
见及建议也可以通过上述渠道向税务
机关反映。

感谢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长期以来
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尽最
大努力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和便利，对于
金税三期系统并库上线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19年3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关于征管信息化系统并库上线有关事项的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一）营业网点营销服务岗
1.国内外普通高等院校2019年全日制应届毕业

生，留学生须在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毕业归国。
2.通过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详见报名网）
3.专业不限，重点招收计算机、软件、信息、自动化、

数学、统计学、外语、法律方面的毕业生。
4.应能通过入职培训考核，并接受在柜员等基础岗

位培养锻炼一定时期后，综合评价工作表现、个人能力
等情况，聘任至营销服务岗位上工作。

（二）营业网点柜员岗
1.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19年应届毕业本科生，

申报县域机构网点的可放宽到全日制大专学历。
2.30周岁以下从事银行柜员或相关工作，或2017

年、2018年毕业的在职人员。
3.通过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详见报名网）
4.申报的工作地点原则上应在家庭或生活基础所

在地。

5.应能通过入职培训考核，并能接受在营业网点柜
面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对表现优秀的，将有机会向营
业网点营销服务岗位转换。

二、招聘流程
（一）网上报名：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

报 名 地 址 ：http://campus.chinahr.com/
views/boc-spring2019/或微信扫描
二维码

（二）笔试：4月下旬统一组织
（三）面试：4月下旬开始，地点南

京
（四）签约：笔面试通过，体检合格

的人员，将从5月中下旬起签订就业协议并安排入职
培训。

（五）其他：在网上报名时，请确保信息准确，记牢6
位报名编号，应聘期间保持手机畅通，如有疑问欢迎电
询中国银行启东支行综合管理部，联系电话：

83312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