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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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发布登记证 杭市管广发G-009号 法律顾问 华光律师事务所许椿祥
广告
服务

关于
我们

上门 63327854 部门一 63345158 部门二 63125522 乡镇、企业 63363100

金融 61769663 教 育 61769663 商业、房产、家装、汽车 63139382

要闻2
FUYANG DAILY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一版责任编辑 王永杰 本版编辑 | 司小勇

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督查反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为全面推进

二季度杭州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各
项迎检工作，在前期督查的基础上，昨日
下午，富阳召开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
督查反馈会。区领导夏芬、孙洁参加会
议。

会议通报了督查发现的问题，并就
共性部分和突出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介绍了二季度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相
关安排，对新增测评项作了重点解读；区

乡风文明指导办、区城管局、区住建局、
区市场监管局和富春街道相关负责人作
交流发言。

副区长孙洁说，在城市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迎检工作中，思想要再重视，组织
要更有力。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
一定要到位。工作要再细致，基础要做
牢固。对照问题，各单位要举一反三，进
行自查。发动要再充分，引导全民参
与。创建文明城市最终是为了提高市民

生活品质，要充分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
性，营造全民讲文明的氛围。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芬说，目前
富阳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形势严峻、
任务艰巨、压力巨大。一季度测评，富阳
与其他主城区相比差距较大，存在许多
不该失分的地方。从前期督查情况来
看，问题虽然查找出来，但整改不够到
位。同时，城市文明程度与市民群众的
期盼还有距离。

夏芬表示，相关单位要切实扛起肩
上的责任，将工作落到实处，避免出现不
必要的失分情况。要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在二季度测评中取得好成绩。
要合力破解工作中的短板，各单位要严
格按照测评标准，落实专人负责，做到实
事求是、立查立改。要全力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加强宣传发动，做到全民知
晓，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到文明建设中
来，助推文明风尚快速、高质量地形成。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富阳区税务局7月20日挂牌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动员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凌 实习生 陈男囡）
昨日上午，富阳召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动员部署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市有关要求，动员部署全区国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张霖参加会议。

富阳国地税机构自 1997 年分设。
21年来，国税、地税部门紧紧围绕区委区
政府中心工作，组织税收收入、深化税收
改革、优化纳税服务，为促进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区税收收入
从 1998 年的 4.4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03.9亿元，增长了23.6倍。近5年来，税
务部门认真落实结构性减税减费政策，

共计减免税费89.7亿元，有力促进了富
阳经济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全区税务
部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最多
跑一次”改革，实现税收工作、队伍建设

“双提升”。根据上级有关统一安排，合
并后的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富阳区税务
局将于7月20日正式挂牌。

张霖说，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税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税务机构
改革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
容，有利于加强党对税收工作的领导，理
顺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系，提升征
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是利国、利民、利
企、利税的重要举措。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做到讲政治、顾大局，不折不扣地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决
策部署，高质量完成我区税务机构改革
各项任务。

张霖说，要认真做好“分”“合”两篇
文章，扎实推进我区税务机构改革各项
工作。一要平稳做好财政地税“分”的
工作，分出风格、分出担当、分出情谊；
二要有序做好国税地税“合”的工作，合
出境界、合出格局、合出融合。要努力
实现“双到位”“双达标”“双提升”，即中
央改革方案落实到位，我区特殊问题解
决到位；机构改革和税收业务都要达
标；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服务水平都要

提升。
张霖指出，要严肃改革工作纪律，

确保我区税务机构改革平稳推进。要
按照上级要求，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不折不扣按时
间节点扎实推进，为接下来其他机构改
革起好带头示范作用。要讲政治、讲配
合、讲方法、讲担当，做到思想不乱、工
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以实际行
动确保全区税务机构改革任务圆满完
成。

会上，区国税局、区财政局（地税局）
作表态发言；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
局联络（督导）组负责人讲话。

杭州新登音乐小镇啤酒节昨晚启幕
40个美食摊位让你开怀畅饮尽享美味，还有乡村民谣、经典老歌、时尚摇滚等精彩表演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朱啸尘 通讯员
江栗峰）昨晚，“美丽新登、激情世界”
2018杭州新登音乐小镇啤酒节在上山村
举行。区委常委裘富水宣布啤酒节开
幕，并开启酒桶。

2018杭州新登音乐小镇啤酒节，以
“啤酒+美食+音乐”为桥梁，以晚会为主
要形式，结合富春山居乡村百花大会，设
置荷塘乐色、动感狂欢等五大音乐主题，
融合音乐、舞蹈、美食、足球、互动、游戏
六大环节，深度契合世界杯的主题特色，
力争为富阳球迷打造一场专属的狂欢盛
会，传递新登休闲、活力、跨越、发展的城
市魅力，展现新登“一城山水秀、十里花
果香”的城市特色品牌形象。

啤酒节活动将持续至7月15日，球
迷们可以到这个有气氛、能呐喊、有啤
酒、有美食的场所，尽享世界杯激情。活
动持续期间的每个晚上，袁野、徐浩恺、
周剑镔、林蓉等新登乡贤，将为啤酒节带
来乡村民谣、经典老歌、时尚摇滚等各种
风格的曲目。此外，现场还有时尚摇滚
风格的表演、电力十足的性感爵士舞团
表演、足球宝贝劲舞团表演、世界杯歌曲
及运动类主题乐队巡演、高颜值美女DJ
串烧、花式调酒表演等。会场内，新登镇
设置了40个美食摊位，千岛湖啤酒畅饮
不断，本地的龙虾、烤肉、田螺、臭豆腐、
莲子等美食令人垂涎三尺，还有来自中
国台湾、泰国、蒙古等地的美食……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市安委会来富督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昨日，市安委

会巡查督查组来富督查半年度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情况。区委常委裘富水参
加。

上午，巡查督查组听取相关汇报，并
查阅领导干部安全责任制、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依法治理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工
作台账。

会上，裘富水说，安全是发展的生

命线，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他希望
各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加大源头治理力度，把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工作做得更细，切实消除潜在的安全
隐患；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感
与紧迫感，细化职责，压实责任，确保安
全。

下午，巡查督查组分成两路，一组
前往富阳中学改扩建工程现场和富阳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另一组对杭州先进
实业科技有限公司、中桥路与东望路道
路隐患点和浙江南国大酒店进行安全
检查。

在富阳中学改扩建工程现场，督查
人员仔细检查了配电房、消防器材摆放
点以及在建教学楼内部情况。督查组要
求，提升施工现场规范管理能力，落小落
细落实安全生产各个环节，对现场存在

的安全隐患做到零容忍，一旦发现问题，
要尽快整改到位。

在富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督查人
员查看了消防安全设施与监控室，了解
了钢瓶的使用与堆放环境、充装安全操
作规程以及燃气泄漏应急预案等。督查
组要求，在充装燃气等重要岗位实行双
岗制，加强灌装区域巡检，杜绝安全事故
的发生。

开展监督检查35次
发现问题18起，约谈5人

区纪委监委
派驻机构重点督查
剑指国有资产管理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富纪）

“沈某某与原单位无任何关系，为什么可以
一直占用单位公房且不付房租？”“巴某某
早已从原单位离职了，为什么还能免费住
在公房？”这是区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第八重
点监督检查组组长卞良群日前在某区级机
关核查公有住宅情况时，对工作人员的质
询。梳理、发现并查处国有资产管理领域
中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就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是区纪委监委第
八重点监督检查组今年的检查重点。截至
目前，检查组已累计开展监督检查 35 次，
发现问题18个，形成问题线索7条，约谈干
部5人，向区委区政府提交监督检查专报1
篇。

由于相关制度缺失，部分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底数不
清、管理混乱、处置随意以及公有房屋出租
不透明、随意减免租金等现象，进一步加强
国有资产监管迫在眉睫。4月以来，第八重
点监督检查组通过查看台账、走访谈话、现
场核查、重点抽查等方法，围绕“国有资产
底数是否清楚、管理是否到位、处置是否规
范”的问题导向，对区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工贸集团、农林资产公司、市政养护公司等
10家单位开展了监督检查。

“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以及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环节，都
是我们检查的重点。”第八重点监督检查组
副组长陆中华说。前不久，检查组工作人
员在查阅某国有公司资产租赁台账时，发
现其名下有 20 处资产在承租户使用一年
后租金仍没有收缴，未及时收缴租金共计
158 万元；名下41 处资产存在没有经过评
估就签订协议租赁合同的情况，违反了《企
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
定。这些看似是日常管理的不精细，实质
上却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风险。

“监督检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现问
题，更希望引起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对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国资管理
部门要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方面的制度，构
建工作闭环，强化责任追究，切实防止国有
资产的流失。”卞良群表示。下一阶段，检
查组将继续紧盯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加大督查力度，同时对发
现的问题线索分门别类提出处置意见，向
检查单位发送整改意见书，督促整改落实。

最多跑一次

规划审批事项“提速办”
审批时限压缩至
4―7个工作日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陆晓宏）
“真的可以直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了吗？”近日，“棠棣农贸市场拆建工程”项
目代办员王女士，在拿到办好的选址意见
书相关材料后说。

对于审批改革的变化，王女士感受很
深。她说：“按以往的审批流程，办理类似
划拨类项目，在办好项目选址意见书后，需
要取得国土部门的土地预审意见，才能再
办理规划部门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现
在直接可以办，至少节省了8个工作日！”

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富阳规划
行政权力事项在“八统一”标准化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办事时限，将“八统一”要求
的20—30工作日压缩至4—7个工作日，大
大方便了企业群众办事。

对照“八统一”要求，规划富阳分局梳
理出涉及群众和企业的 24 项行政权力事
项清单，确保办事流程、申报材料 100%与
省、市统一。同时，制定标准化办事指南，
做到“最小颗粒化”。在清单和指南标准化
的基础上，同步完成权力事项库调整，并推
送至浙江省政务服务网，避免企业群众办
事“来回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