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赞美丽富阳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董银玲）
近日，2016 年度全国百强县级供销社名单
公布，富阳区供销社在各省级供销社推荐的
经济实力强、组织基础牢、服务水平高、农民
评价好的158家县级供销社中脱颖而出，继
2014年来再次成功创建全国百强县级供销
社。

近年来，区供销社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区精神，以供销社综合改革为契机，
以服务“三农”为重点，夯实基层组织建设，
深化为农服务水平，强化社有企业经营管

理，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日益凸显，社有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截至目前，全社系统拥
有企业28家，其中全资企业12家、控股企业
1家、参股企业 15家；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
15个；已参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98个，其中
国家级示范社7家、省级示范社4家、市级示
范社5家、县级示范社4家；发展农资、医药
等连锁经营网点214个；完成大自然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浙江供销商贸城、百合新城等
重大项目。2016 年，全社系统实现总经营
收入32.09亿元，同比增长15.44%，其中商品

销售总额23.37亿元，同比增长18.7%；农副
产品收购额7.14亿元，同比增长2.08%，在发
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城乡经济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供销社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区供销
社将扎实运作好“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联合会这一平台，在深化农合联为农服
务功能、提升社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强化
自身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建设服务功能
强、经济实力强、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供销社，
确保继续走在全国供销系统前列。

服务“三农”走在前列

区供销社再创“全国百强”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王新 李
瑶）日前公布的 2017 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富阳区国税局总体满意度位
列全国县、市（区）局第一。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国税局按照区委
区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三看四态促转型”发
展思路，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大力开展

“服务企业百日专项行动”，党员干部带头，
全局上下发力，围绕“三问”（问需求、问困
难、问建议）和“三送”（送政策、送服务、送温
暖）要求，深入企业一线，解决实际困难。

区国税局十分关注富阳本地企业的经

济发展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在走访
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过程
中，区国税局服务团队着重讲解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以及购买
环保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帮助该
企业应享尽享，提升转型升级能力。2017
年 1—11 月申能固废实现营业收入 7.93 亿
元，净利润 2.04 亿元，上缴税收 1.32 亿元，
同比上升16.52%。其间申能固废享受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退税 3003.84
万元，同比增长 27.15%，企业所得税抵免
23.37 万元。优惠政策的落实同时给企业

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目前，申能固废已
自行研发建立一套“多金属危险废物绿色
处置的综合利用技术”，获得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认定的《含铜多金属危险固废综合利
用技术与装备》科技成果，并鉴定为国际先
进水平。

据统计，在“服务企业百日专项行动”
中，区国税局共组织全局56名中层以上干
部，组成7个服务走访小组，深入企业82户；
发放税收政策宣传资料700余份，开展主题
宣讲会和税企座谈会20场；举办各类专题
培训7场，共计1300余户纳税人参加。

2017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区国税局总体满意度
位列全国县、市（区）局第一

要闻2
FUYANG DAILY

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一版责任编辑 王永杰 本版责任编辑 | 许荆楠 刘晓平

零售价：1元
上门 63327854 部门 63345158 房产 63102688 金融 63125522 汽车 61730288

家装 63102688 乡镇 63363100 企业 63120066 教育 61769663 商业 63313899

投递 63324532 纠错 63344556 社址 杭州市富阳区体育馆路457号（邮编311400）

承印 盛元印务 广告经营许可证 330100400475 法律顾问 华光律师事务所许椿祥
广告
服务

关于
我们

嘉善县考察团来富考察城市有机更新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上午，嘉善县

委副书记、县长徐鸣阳带队来富考察城市有
机更新、土地征迁等工作。副区长孙洁陪同。

徐鸣阳一行首先来到秦望区块，详细了
解该区块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经验
做法及理念。秦望区块包括富源联群弄区
块、电视台区块、民政局区块和城西区块，
涉及房屋建筑面积约 65.6 万平方米，户数
6063 户，土地面积约 423 亩，是富阳有史以

来拆迁规模最大、产权情况最复杂、涉及人
数最多的项目。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
施”的原则，先行启动富源联群弄区块和电
视台区块的房屋搬迁工作，占地 218 亩，房
屋约 33.5 万平方米、3341 户。截至 10 月 30
日，先行启动的 3341 户房屋全部腾空，483
户经营户全部腾退，创下了城市有机更新
的“富阳速度”。目前，该区块已启动房屋
拆除工作。

徐鸣阳说，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工作声势
大、力度大、工作细、政策优，对嘉善城市规划
建设、有机更新等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希望今后两地能进一步加强交流，相互
学习，共同促进两地更好更快发展。

当天，考察团一行还走访了江滨西大道
二期等地，考察了解富阳城市建设、江南新城
整体转型等工作。

记者 孙晓通讯员 何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征程

精彩演讲：
“群众哪里有困难，他就义不容

辞地奔走在哪里；群众哪里有需要，
他就义无反顾地出现在哪里。天地
之大，黎元为先，心中有民，手中有
招。累也罢，苦也罢，依旧一脸阳
光；公也难，私也难，依旧一肩承
当。他是忠诚于国土资源事业的孺
子牛。”

这是今年在全省“最美国土资
源人”的颁奖典礼上，写给我们单位
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王幼良的评
语。

老王用他40多年的人生、30年
的党龄、18年的职业生涯，淬炼出一
张张烙着浓厚王氏印记的“金名

片”，身体力行为我们诠释基层好党
员的定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今天，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指明了前
进方向，开启了新的征程。站在新
的起点上，需要有更多“老王式”的
好干部、好党员。

参赛感想：
从接到局党委布置的任务，到拟

定演讲稿，到提交初赛视频，到刚结
束的复赛，时间不长，对我个人而言
却是漫长而严峻的挑战。因为业务
工作繁忙，每天都要很晚我才有时间
准备演讲的事，有几次哄孩子睡觉
时，我累得和他一起睡着了，等醒过
来，想着稿子还没背，赶紧洗把冷水
脸继续。

现在进入决赛，多亏了单位领导
高度重视，同事的帮助和家人的大力
支持，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奋
斗。通过这次比赛，我对党的十九大
报告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提升了个人
能力和胆量，还结识了新朋友。

国土富阳分局：边晓琳
演讲题目：《老王的故事》

区经信局：安修伯
演讲题目：《不忘初心 莫负韶华》

精彩演讲：
今年 4 月 29 日，还没毕业的我

第一次来富阳参加面试。我还记
得自己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大姐一
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是外地人。
大姐很自豪地跟我说，小伙子你来
对啦，富阳有山有水，绝对是个好
地方！

2005 年，当时的富阳被戏称只
有“半张脸”，一条富春江，分隔开
两个世界。于是，一轮接一轮的造
纸淘汰工作不断展开，力度之大、
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史无前例。
正是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和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前后持续10
年的6轮造纸淘汰工作最终取得巨
大突破。

不忘初心，莫负韶华，勇立潮

头，追梦富阳。伟大的时代呼唤伟
大的精神，对于富阳和我们而言，
现在就是伟大的时代。为富阳 67
万老百姓谋幸福，为2200多年历史
的富阳谋复兴，成为杭州建设世界
名城的重要一极，是新一届区委区
政府的初心，更是我们青年党员的
初心。

参赛感想：
上台，鞠躬，自我介绍，虽然已

经模拟过很多次，但是当聚光灯打
过来的时候，面对台下满满的观众，
还是紧张起来，拿着话筒的手越发
攥紧了。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精神
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我的状态越来
越好。第一次，我找到了演讲的感
觉。我以一名新富阳人的身份见证
并参与富阳的转型硬仗，为富阳建
设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自己的力
量，是责任，更是使命，我感到自豪。

这次比赛让我再次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重温新一届区委区政
府“三看四态促转型”的总体战略，
全面了解本单位工作，懂得自己所
从事工作的意义，也让我更加明确
了自己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扎
根富阳、贡献富阳的决心。

“听党话 颂党恩 跟党走”

演讲比赛10强选手展示③

杭州市领导来富调研传统行业改造提升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昨日下午，杭州市

委常委、副市长刘德生来富调研传统行业改
造提升工作。副区长潘璀玮陪同。

刘德生一行首先来到浙江富春环保热电
有限公司，实地走访企业电气控制室、智能管
理平台控制室等地，观看操作演示，详细了解
企业运作、管理等内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大型的环保公用及循
环经济型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固废处置协同

发电及热电节能环保业务。
随后，刘德生一行又来到富通住电光纤

有限公司，参观光纤预制棒生产车间。富通
集团是全球互联网基础传输材料光纤通信产
业的领军企业，当下正在积极践行“中国制造
2025”战略，全面实施光纤通信全产业链智能
制造项目。

最后，刘德生一行实地踏看了浙江金固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经营内

容与生产情况。该公司自从 2010 年上市以
来，企业发展迅速，目前拥有高端制造、汽车
服务、汽车产业链投资三大板块。

在参观企业后，刘德生认为富阳发展思
路清晰、举措扎实、成效明显，尤其是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经验
值得总结。希望富阳要充分利用好区位、交
通、环境、空间等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
快融入杭州大都市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