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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全国政协常委、提
案委员会主任李智勇率领全国政协
调研组，来我市调研全域旅游工作。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蒋定之
参加调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阎立，市委书记惠建林，市政协主
席李国忠陪同调研。

上午，在句容市白兔镇草莓基
地，李智勇一行实地考察了“草莓小
镇”建设情况。近年来，白兔镇坚持
把深化草莓特色产业作为发展生态
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
把“莓好白兔”建设成高标准的“草莓
小镇”，白兔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主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全力打造“生态农业”“全域旅
游”两张名片。随后，调研组一行又
来到句容市丁庄“葡萄小镇”，了解当
地葡萄产业发展和“醉在春城”乡村
旅游品牌建设情况。每到一处，李智

勇都详细询问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情
况，对句容市将特色生态农业与全域
旅游紧密结合的做法高度认可。

下午，李智勇一行又来到镇江
恒顺醋博物馆，一边听工作人员讲
解，一边体验香醋制作的全过程。
李智勇对我市抓住地方文化遗产资
源，将传统香醋工艺保护、科普教育
与工业旅游融合为一体，表示充分
肯定。在镇江博物馆、西津渡历史
文化街区，调研组了解我市人文旅
游发展情况。

李智勇表示，镇江底蕴丰厚、人
文荟萃，风光秀美、生态宜人，拥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希望镇江能够抓住全
域旅游的发展契机，以旅游带动，促
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市委常委、秘书长郭建，市政
协副主席陈林海，市政协秘书长何
培树陪同调研。 （王瑞 姜萍）

从 5 月 1 日起，全市范围内所
有办税服务厅全面实现国税地税
业务“一厅通办”，其中市区和丹阳
已经升级到一厅“一人通办”。这
是我市税务部门创新服务举措，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的生动写照。

去年以来，市地税部门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不断规范权力运
行，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升税收
服务水平，让更多企业“轻装上
阵”，有效激活了发展新动能。

“三方服务”，服务发展更质感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营商
环境，税收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孙
虹介绍，去年以来，市地税局紧扣“产
业强市战略”，瞄准“苏南一流税收环

境”目标，不断提升服务政府、纳税人
和基层的三方能力，营造良好服务生
态，让服务成效更有质感，使之成为
推动经济转型的肥沃土壤。

不久前，京口区政府给市地税
局送来一面锦旗，感谢地税部门帮
助解决镇江宝华半挂车配件有限
公司的税收减免难题。

去年年初，市地税局在全市范
围开展“春风暖企行动”，千名税收
干部深入基层走访 378户企业，为
企业解难，为经济把脉，并先后形
成《高新技术企业存在“五难”》《加
大社保费清欠力度》等建议，上报
市政府。与之配套，地税部门出台
了《助力实体经济十大举措》。今
年市地税局又携手国税部门推出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二十条举措”，
助力我市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

“过去办理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是先审后批，一个流程走下来，
至少也要十几天。现在好了，窗口
当场就能办结。”说起这些年地税
部门在简化减免税手续上的升级
措施，江苏正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会计徐晶是赞不绝口。去年，她
所在的企业享受各类减免税127万
元，大大减轻了资金压力。

据了解，去年市地税局共办理
各项税收优惠 17.77亿元，其中，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优
惠、股权激励递延纳税、鼓励技术
转让等税收优惠 2.82亿元，降低了
企业创新成本，促进传统产业升
级。市地税局牵头制定的《镇江市
困难企业社保费缓交办法》，落实
小微企业减免7466万元。

“三精管理”，管出税收高质效

在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的同时，
市地税局按照“应放尽放、放了接上”
的思路，积极转变征管方式，提出“税

源精确、管理精细、发力精准”的思
路，逐步从事前审核向事中事后监管
转变，不仅提高了征管效能，实现了
税收持续稳定高质量增长，更为前台
彻底有序的“放”腾出空间。

为了适应税源的变化，市地税局
建立“分级分类+属地”管理模式，并
对所有税种，逐个梳理制定精细化管
理办法，从顶层设计上解决了服务边
界不清晰，“放管服”协调不到位等矛
盾问题。市地税局制定的《基金（费）
精细化管理办法》更是被全省推介。

“幸亏地税人员及时上门辅
导，办好纳税申报，才没留下风险
隐患”。说起去年句容地税人员上
门辅导的情景，句容濠峰置业公司
财务人员毛文学依然记忆犹新。
2017年 7月，市地税局通过互联网
涉税信息分析得知该公司受让句
容一家房地产公司 49%的股份后，
立即下发风险提示，要求句容地税
局跟进服务，一次性辅导企业缴纳
个人所得税 1.23亿元，刷新全市单
笔个人所得税纪录。 （下转2版）

日前，2017年度江苏省城市
文明交通指数测评，镇江市取得
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文明交通在相当程度上体
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争创
和谐畅通的交通环境一直是警
方的不懈追求。”市公安局副局
长范存建说，通过举全警之力、
施多维之策，镇江攻克了一道道
难关、啃下了一块块骨头。

强化交通秩序整治

城市交通文明与市民安全
出行息息相关。记者了解到，在
提升我市城市文明交通水平的
过程中，市公安交警部门采用全

方位、立体式管控措施，持续对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乱停乱
放、酒驾毒驾等不文明交通行为
展开整治，集全警之力在集中开
展交通秩序整治工作，不断净化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对各类严重违法行为，包
括酒驾毒驾查处，已经建立常态
化机制。”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
队长陈雪华介绍，自“冬季攻势”
酒驾醉驾整治会战开展以来，市
交警支队累计开展统一行动 7
次，查处酒驾醉驾275起、毒驾2
起，取得了良好的整治成效和社
会效果。在非机动车方面，2017
年以来，交警部门组织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27 次，全市平均每月
处罚量达3万余起。

开展酒毒驾常态化整治和
非机动车整治，只是我市严查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一个缩影。记
者了解到，市交警支队还着力强
化对渣土车的整治，仅去年一

年，就查处渣土车交通违法行为
8500余起，从源头做好货运车辆
运输事故预防工作。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道路上规律闪烁的信号灯
引导车辆、行人有序出行，各式
各样的交通标志标线让城市交
通更加有序。”市交警支队秩序
大队大队长董锐说，近年来，市
交警部门不断对通管理“硬件”
设备进行升级，助力交通管理迈
上了新台阶。

早在 2016 年，市交警部门
就组对市区范围内的各类交通
标志进行了全面排查梳理，扎实
推进更换提升工作，3年来，共更
换提升市区交通标志1666块。

其间，市交警部门在梦溪
路东吴路口创新设置交通管理
智能科技装备“人行横道语音
提示桩”， （下转3版）

多岗位历练 多途径培养

句容“双挂双培”
锻炼年轻干部
本报讯 年初，句容市 13名优

秀年轻科级干部被选派到新的岗
位，开启了年轻干部培养锻炼的新
路径。“我被句容市委选派到市文化
旅游局挂职担任党委委员，一方面
填补了我个人履职中机关领导经历
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是市委在为天
王乡村旅游发展牵线搭桥，我一定
多学多看多干，提升自我，发挥作
用。”句容市天王镇党委宣传委员谢
志春对此体会颇深。

句容市历来重视年轻干部培养
锻炼，去年选派了 70名后备干部、
优秀股级干部和专业型干部“奔赴
主战场、攻坚打硬仗”，8名表现优
秀的走上科级领导岗位。今年，该
市又面向年轻科级干部启动实施

“双挂双培”工程，推动机关和基层
干部双向挂职、党务与经济工作双
链培养，着力打造一支激情干事、接
续奋斗的优秀年轻干部队伍。句容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蒋建中表示，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打基础、
利长远的大事要事，必须抓早抓
好。我们将突出一线导向、实践导
向，通过阶梯式培养、递进式历练，
让年轻干部迈得更稳、走得更远。”

围绕事业发展和干部成长需
要，在统筹考虑干部队伍实际、经济
发展现状的前提下，该市将挂职对
象定位在“80后”、全日制本科以上
学历、现任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年轻
干部身上。经起底调查，首批选定
了 13名优秀干部，其中 6名缺乏基
层领导经历的机关党群综合部门科
级干部，选派到经济发展重要板块
挂职党委副书记；7名缺乏机关领导
经历的乡镇专职党委委员，选派到
农业水利、商务经济和文化旅游等
对口条线部门挂职党委委员。

挂职期间，挂职干部全脱产参
与挂职单位工作，并具体分管一项
以上工作，确保真管实干。句容市
委组织部将全程跟踪管理，每半年
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相关方面情
况；挂职期满后，还将会同挂职单位
对干部表现情况进行全面考核，作
为干部年度考核和后续培养使用的
重要参考。 （蔡艳 黄伟 庆海）

从“他律”到“自觉” 化“规则”为“习惯”
——文明交通擦亮镇江文明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 景泊 本报通讯员 何志斌

践行核心价值观

全民共建文明城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营商环境大提升

创新服务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

地税部门担当作为助力高质量发展
司马珂 孟丽冬 马海萍 丁泰

昨天，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港口物流项目码头正在进行2#、3#装船机的卸粮调试。目前，码
头待泊泊位已建设完成，待验收后可正式靠泊船舶。 王呈 项英 崔世林 摄影报道

全国政协调研组
来镇调研全域旅游

中储粮港口物流项目即将投入使用中储粮港口物流项目即将投入使用
阳光明媚的镇江分外妖娆，千姿百态的花儿

竞相绽放，迎春怒放的梅花，繁花似锦的樱花，田
野灿烂的油菜花，幽谷娇艳的杜鹃花，异域风情的
郁金香……你方开罢我登场，带动着镇江多个花
节相继亮相，令人目不暇接。赏花经济持续升温，
我市的旅游业正以花为媒开出新“钱”景。

花朵盛开，吸引八方宾朋

五一小长假，句容市后白镇再次迎来了客流的
高峰。据后白镇相关部门统计，从3月18日后白郁
金香节开幕以来，截至目前吸引游客逾30万人次，
已和去年整个郁金香花节期间的游客量持平。

后白郁金香节的核心景区是岩藤农场，占地
3000多亩，这是全省为数不多的 5星级乡村旅游
区。“郁金香节期间，整个小镇到处都是赏花人，仅
清明假期，日接待游客就近5万人次。”后白镇旅游
办主任曾芳说。

“今年，我们在曲阳村流转了 300亩土地作为
油菜花基地，游客可以在花海中走一走，拍拍照
片，享受一下宜人的田园风光，回味一下童年的乡
间记忆。”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宣传委员曹志平告
诉记者，荣炳配合油菜花节，还举办了摄影、书画
展，放风筝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仅开幕当天，游
客人数就达上万人。

3月25日，句容市第五届樱花节开幕，四面八
方游客蜂拥而至前来踏青寻芳游园赏花。为期近
1个月的第五届樱花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140万
人次，开幕式当天进园游客达到15万人次，清明小
长假3天入园游客更是突破20万人次大关。

以花为媒，牵手产业经济

句容樱花节可谓我市最具影响力的花节之
一。今年的樱花节，天王镇全面引入市场机制，政
府负责协调配合，不再大包大揽主导，樱花节由新
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办，其旗下的新汉城市生
态苗木有限公司承办，主办方通过樱花节，扩大了
影响力，直接带动其各品种苗木销售达 3300多万
元。据统计，今年樱花节带动的社会经济效益近

亿元大关，有当地特色的“农家乐”更是成了游客们喜爱的就餐之地。
同样，今年南山杜鹃花节期间的杜鹃花卉展吸引了众多游人的目光。“这

是我们与专业花卉公司合作的牛刀小试。”南山风景区管理处主任张炳文告
诉记者，“南山栽种杜鹃长达近30年，我们有技术，还有杜鹃花节品牌，未来，
我们将与这家花卉公司在花卉种植和培育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旅游产业
的链条将由三产向一产延伸。”

“后白镇的产业特色就是花草。”曾芳表示，“当地的西冯草坪成功申报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近年来，借着岩藤农场、玫瑰庄园的鲜花，西冯的草坪文章也着手
转换模样，搭上了旅游的快车，向旅游产品延伸，开始研发小盆景和小盆栽。”

为了让旅游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后白镇借力“后备箱”行动，推出了“后
白三百”培育名单。“三百”即百味、百品和百工，百味包括风味小吃、经典菜
肴；百品是指农产品；百工是指导传统手工产品等。郁金香节期间“三百”总
收入同比就增长了43.1%。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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