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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连连看

□通讯员陆仕臣 文/摄

在山清水秀的灌阳县洞井瑶族乡洞井
村，一泓山泉潺潺流动，滋养了山脚下数百
亩芋头田。水好芋头自然香甜，但要芋头丰
收，还得靠人勤劳。日前，笔者在芋头田里
看到村民邓根旭趁着好天气，正忙着护理田
里的芋头。

洞井村生态环境优良，远离污染，依山
傍水，这里的农产品都是“喝”着山泉水长
大的。尽管自然条件好，但过去村民都是以
种水稻为主，水稻收入不高，一般一亩水稻
年利润只有几百块。这么好的水质和肥沃的
水田，怎么产不出高效益呢？难道村民愿意
“守着腊鱼吃白饭”？

今年年初，村民邓根旭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支持和鼓励下，通过土地流转将洞井初
中周边 300 多亩土地承包了下来，进行芋
头种植。他选择了抗病虫害能力强、营养丰
富、口感细腻、香味独特、个头大的本地槟
榔芋来种植。现在正是芋苗生长的时节，连
片的芋苗，由于抗病虫能力强，极少用药防
治，加上管护及时到位，芋头长势旺盛。

在问到为什么想到回家连片种植芋头
时，邓根旭爽快地告诉我们原因。 2008 年
退伍回家后，在家种过田，正因种水稻收
入少，他辗转灌阳、恭城、平乐等地推销
水果，后又在湖南江永、广西恭城、荔浦

种过芋头，在多年的打拼中掌握了不少种
植芋头的技术。他看到在外县种植的芋

头，产量高，效益好，一亩芋头产量一
般在六千斤左右，管理好的八千斤也不

成问题，每亩可以纯收入三四千左右，
比种水稻强；还因为种芋头管理省事、
投资少、见效快。由于槟榔芋抗病虫能
力强、用农药少，营养丰富、口感细
腻、香味独特、个头大等优点，很受消
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放眼绿油油的芋头基地，微风吹来，
芋叶翻起阵阵波浪，送来一股股微微泥土
和嫩芋的清香。邓根旭踩在水田里仔细地
护理着芋苗，一番劳作下来，汗水早已湿
透衣衫，他一边护理一边说：“看到外面
种的芋头，个大价格又好，就想到我们家
乡有大片的土地，空气好，水质又好，很
适合种植芋头，于是，我就回来把这片
300 多亩田地租了下来，然后种上芋头。
由于种植芋头面积宽，家里人管理不过
来，于是，我请了周边乡村的 70 多个贫
困户、农民来帮我种植管理，一来增加了
他们的收入，二来提高了他们种植芋头的
技术。”

按今年的订单和目前芋头的长势，邓
根旭略略地勾了一下手指计算，今年的芋
头每亩纯收入在 5000 元左右。下一步，
邓根旭还将通过当地村党支部、村委引导
周边乡村的贫困户通过“党建+”“互联
网＋”和品牌化包装等方式，大力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产业，以
规模种植芋头、茄子、辣椒等多样化作物
“垒起”脱贫致富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尹雪梅)“如果不是先诊
疗后付费政策，他们这一家几乎就陷入绝境
了，健康扶贫政策救了他们一家啊。”灵川
县潭下镇合堡村支书周金有在谈起村里贫困
户卢炳旺一家的遭遇时非常感慨。

58 岁的卢炳旺，妻子残疾，儿子患有
肾病综合征。为了补贴家用，患病的儿子外
出打工赚点微薄收入。不久前，卢炳旺突发
脑梗住院，亲朋邻居赶紧帮忙四处去找他外
出打工的儿子，找来找去，结果被告知儿子

正在另外一家医院住院。这个消息对于一个
处于贫困线上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令人欣慰的是，医院在卢炳旺尚未交一分钱
的情况下就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说到健康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潭下镇
大庙村委的贫困户唐火兴含着激动的泪花
说：“全靠党的扶贫政策好啊。”一旁的妻
子也连连点头。

唐火兴妻子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已有多年，
近两年引起身体其他并发症，生命十分危险。

因为担心手术费一直不敢去就医。驻村第一
书记邹同干得知情况后，反复做他们的思想
工作，向他们宣传救助政策，忙前忙后，来回
奔波，帮助唐火兴为妻子办理住院手续、费
用报销手续等，同时还在网上为他们家发起
爱心筹款。唐火兴妻子住院共花费了 10 .4
万元，报销后自己支付了 20634元。

在精准脱贫攻坚工作中，灵川县大力
加快提升医疗保障，实施健康扶贫，助力
脱贫攻坚。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

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的原则，采取严格控制医疗费用、切
实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医疗保障倾斜
等多项措施，使贫困人口得到及时有效的
救治，建档立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员救
治率达 100% 。切实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服务制度，
开通了贫困人员就诊绿色通道。扎实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签约率达 100% 。

走基层·人物

灌阳：槟榔芋“垒起”瑶乡农民致富路

▲邓根旭在与村民交流槟榔芋的种植技术

灵川县健康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秦明群 陶光均）每年的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为迎接第 30 个“全国爱牙日”的到
来，进一步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日前，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
口腔医学专委会主办，桂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承办的爱牙护牙
科普宣教活动在桂花园小区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爱护牙
齿从小做起，儿童牙医在行动”。

在活动中，桂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医生、护士来到桂花
园小区一所幼儿园，为孩子们做健康科普宣教。孩子们一边唱
“爱牙儿歌”，一边跟着医生学习正确的刷牙方式，在快乐互
动中学习如何保护牙齿。同时，医生还义务为孩子们开展口腔
检查，并有针对性地向家长发放“儿童健康检查表”，提出护
齿建议和诊治策略。

该院口腔医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口腔健康是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预防和控制口腔疾病的发生，该院医护人员经
常深入我市各个社区、乡村幼儿园开展义诊和宣教活动。希望
广大市民充分了解口腔卫生和保护牙齿的重要性，增强口腔健
康观念和自我口腔健康的意识，特别是要引导孩子从小养成口
腔健康的习惯，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秦文燕）9 月 5 日晚，桃花江
畔欢声笑语。当晚，象山街道第十三届“相约桃江”文艺汇演
暨桂林市总工会“文化服务快车”走基层活动在南门桥头的
小游园举行，来自市总工会、象山街道各社区以及辖区单位
的文艺队伍围绕“创文巩卫齐参与 连心共筑中国梦”的主
题，将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搬上了舞台，尽情展示才艺。

在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的节目，象山街道办事处还组织
了有奖问答的互动环节，把创文巩卫、平安建设、党的知识
等穿插在互动问答中，寓教于乐，气氛活跃。多年来，象山

街道办注重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不断挖掘和培育特色文化
品牌。自 2006 年以来，象山街道办以“相约桃江”为平
台，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先后创建了“漓水象山”党员工
作室，开展了“贯彻十九大精神社区读书活动”、“创全
国文明城系列服务活动”、“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文化活
动”以及“爱桂林爱象山诗词创作”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性的
精神文化生活，彰显了社区多彩的文化魅力，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象山街道办举办第 13 届“相约桃江”文艺汇演

▲演出现场。 孙敏 摄

桂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举办

“爱牙日”科普宣教活动

□通讯员张超群 丁少敏

“谢谢你们医生护士和第一书记对我的关心！现在感觉好
多了，谢谢你们！还专门在暑假期间安排我做手术，方便家里
人照顾我。” 8 月 23 日，一名来自龙胜的贫困户在南溪山医
院接受手术治疗后，向前来看望的医院领导诚恳地说道。

当天上午，南溪山医院党委副书记郑江萍等人，来到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病房，看望并慰问了家住龙胜乐江乡金坪村的
贫困户王女士，再三叮嘱和鼓励她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
嘱照顾好自己，先不要做体力活，要把身体养好！有什么难
处，一定要和我们第一书记龚长义和后援单位说。”

今年五月份，王女士因“慢性心力衰竭、风湿性瓣膜
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南溪山医院考虑到病人家里有两个
刚准备读高中的小孩，又是贫困户，专门协调安排专家在暑
假期间对其进行手术治疗，方便生活照顾，尽力减小对其家
庭的影响。

7 月 22 日，王女士在金坪村第一书记龚长义以及其他自
治区卫计委扶贫工作队员的护送下，来到南溪山医院住院。
“手术很顺利，只是前期调理花了时间。考虑到她的家庭情
况，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暑假期间给她完成了手术，
总的来说还不错，恢复也挺好，回去后要好好休养调理！”南
溪山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邓盛说。

近年来，自治区南溪山医院认真落实健康扶贫工作要
求，积极探索与龙胜开展医联体和医共体的工作，充分发挥
大医院的人才和医疗技术优势，强化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
进一步改进医疗服务，在医疗技术下沉的同时，有针对性地
帮助贫困户减少病痛，减少因病返贫，努力做人民群众健康
的守护者。

南溪山医院：

健康扶贫见行动

“暑期”手术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光辉）为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市城管委系统党员领导干
部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日前，市城管委邀请
市委党校副校长黄革新为城管委系统党员干部作以《提
高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
权》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上，黄革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基本精
神，当前国际、国内和广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任
务，突出重视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意识形态工
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
方面内容，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多种挑战，
提出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加
强意识形态五种能力和六个原则等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对突发事
件要密切关注，广泛利用新媒体，积极传播、弘扬正能
量。

市城管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市城管委系统将高度重
视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履行好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
任，时刻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在手上、放在心上、扛在肩
上；切实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管理，积极开展各类学
习教育宣传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
正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市城管委举办

意识形态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粟星强）为切实化解不良信
贷资产风险和推进资金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确保完成各项任
务目标，近日，区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韦家干一行来到永福
农合行，就不良贷款压降、资金组织等方面开展督导调研指导
工作。

当日，韦家干一行在永福农合行召开了督导调研座谈会，
了解该行今年以来不良贷款压降、资金组织、信贷投放、电子
业务发展、党建工作等情况，详细询问了永福农合行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对一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截至 8 月 31 日，永福农合行不良贷款压降 4797 万，完
成了不良贷款逐月下降的任务目标；与此同时，存款增长
2183 万。永福农合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力争全年超额
完成不良贷款压降任务，并力争在 10 月底前超额完成全年存
款目标任务。

区联社到永福农合行

督导调研

□本报记者秦念 通讯员刘静波 赵明

在漓江西畔、桂林新区框架内，为加快桂林
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2016 年 3 月 25 日，桂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 2017 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 410 亿元。目前，桂林经开区是广西唯一
的国家级绿色园区，并已进入国家级经开区培育
期。

“桂林经开区全力推动先进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生态食品、生物医药等领域转型升级，着
力打造‘最绿色、最高效、最美丽’的经济技术
开发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桂林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说，“这一切，跟税务部门积极跟进相关
税收服务举措，落地增值税改革、环保税等一系
列税务改革政策密不可分。”

“我们聚焦税收政策的落实，收集、整理支
持园区发展的各项税收政策，完善配套对接措
施。同时，设立办税服务绿色通道，建立‘首席
服务官’和局领导定点联系制度，对企业进行精
准服务，确保企业各项税收优惠准确、快速地落
实。”桂林市税务局纳税服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作为纳税信用 A 级企业，桂林三养胶麦生
态食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落户园区，下
辖中央厨房业务、健康快速消费食品、健康特色
食疗食品三大业务板块，拥有发明专利 2 项、
实用新型工艺专利 5 项。 2018 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产值 2000 万元，净利润 500 万元。

“今年 9 月，公司生产的 462 件货值 9463
美元的桂林米粉启运出口加拿大，实现桂林特色
小吃桂林米粉的首次出口。”公司财务朱女士告
诉记者，公司业务的新突破，离不开优惠税收政

策的保驾护航。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每
年投入研发的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5% 以上，高新
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 25% 降为
15% ，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率由 50% 上调
至 75% ，每年能为企业省下 100 多万的所得
税。

“省下来的税款让企业能将更多资金投入到
再研发当中，从而能够采取更加智能、绿色的工
艺去推进生产。通过长期的技术开发，我们突破
了湿米粉保鲜的技术瓶颈，使湿米粉保鲜期长达
12 个月，为桂林米粉出口奠定了基础。在各项税
收政策的支持下，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坚持科技为
本的发展思路，专注于功能性食疗食品及无添加
剂健康方便食品的开发，积极提升国际竞争力。”

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让园
区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走得更快更远。

与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情况
类似，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
植物提取行业的领军企业和国内植物提取行业的
第一家上市公司，一直致力于绿色环保发展，目
前，公司申报的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已经
被推荐至国家工信部。公司研发的罗汉果甜甙和
菊糖均通过了美国 FDA 的 GRAS 认证，产品远
销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等全球 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基于技术上的实力和税收上获得的支持，
我们有信心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该
公司财务负责人彭女士说。按照政策，公司享受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按 15% 的税率征收等优惠政策，切实缓解了企
业资金周转的压力，能更集中精力用于产品研
发，“ 2017 年以来，公司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获得减税 3000 多万元。”
除了税率上的优惠，办税流程上的简化给

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后，税收业务逐步实现“一厅、一
窗、一网”通办，大量涉税业务可以在网上操
作完成，减少了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了企业办
税效率。此外，环保税的落地实施，也促进了
园区企业在环保方面加大投入，推动园区绿色
发展氛围的形成。

主营氧化铁颜料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广
西永福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经开区的福龙工
业园，预计今年营业收入可达 1 . 61 亿元。在环
保税政策落地后，该公司总投资 2000 多万建
立了包括污水处理厂在内的一系列环保设施并
进行日常维护，全力打造绿色环保工业企业。

“优惠的税收政策为园区的绿色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桂林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开区在整合原自治区级西城经济开发
区、自治区 A 类苏桥工业园和福龙工业园的
基础上设立，成立以来规划区内工商注册企业
总数达到 3163 家，增长 73% ，上市公司企业
22 家， 2017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410 亿元。
下一步，经开区还将进一步推进园区环保、绿
色发展，打造桂林市工业发展新格局，激活桂
林工业新能量。

呵护绿水青山 重振工业雄风

税务改革推动桂林经开区绿色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