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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做好线路走廊 “清洁工”

雁山区柘木镇东开村：

阳朔供电局清理
线路走廊树竹 19716 株

一个被枇杷改变的贫困村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李康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吴恩燏）为保持供电线路安全
稳定运行，保障用电安全可靠，从 3 月初至 4 月中旬，阳朔供
电局组织工作人员对 35 千伏、 10 千伏高压线下的树障进行砍
青扫障工作，累计清理线路走廊树竹 19716 株。
今年春季，
阳朔县雨水充足，
树木、
竹子生长迅速，
部分供电线
路出现融青现象，
如遇大风、
阴雨等天气，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针对
这一情况，
阳朔供电局结合往年工作经验，
对每一条输电线路开展
特巡工作，并对各条线路砍青任务制定详细计划。同时，该局还组
织人员向线路周边地区群众开展
《电力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等
法律法规宣传，
宣传解释高压线下种植树木的危害性，
增强群众保
护输电线路的意识，
为清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欧婷

雁山区柘木镇苏家村委东开村种植枇杷
已经有百年历史，但过去由于诸多因素限
制，枇杷种植并未形成规模产业，没有给村
民们带来良好的收益，东开村也因此陷入了
整村贫困。如今，东开村打造起枇杷产业示
范点，不仅形成了品牌，还让全村 19 户贫
困户全部实现了脱贫，东开村也摘掉了“贫
困村”的帽子。东开村是如何从枇杷种植中
找到发展之道的？近日，一则东开村举办首
届枇杷节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开，记者也被吸
引前往“搞个明白”。

▲雁山区副区长莫运珍为 “东开枇
杷” 直播带货 。
被拍出 5000 元高价的美果王 。
记者刘健 摄

首届枇杷节+网络直播 ，东
开枇杷着实 “火” 了一把
当天，记者赶到东开村时，在一处种植
园的开阔地中，首届东开枇杷节已拉开帷
幕。虽然下着小雨，但村民们的兴致很高，
顾不得打伞，热切地关注着这场村里难得的
“盛事”。记者在现场看到，多名水果专家
对村民提供的参赛枇杷进行了评定，并评选
出今年的“美果王”和“高产王”。在随后
的竞拍环节，“美果王”拍出了 5000 元高
价，“高产王”也被拍出了 3000 元高价。
“我家种植的果子能被选为‘美果王’
让我十分高兴，这不仅说明我的果子种得越
来越好，也说明我们村彻底告别了以前‘品
质差’的历史。”东开村村长唐孝成笑眯眯
地说，他种了 20 亩枇杷，精品果和新品种
占的比重很大，未来想走精品路线。
“我种了近 30 亩枇杷，每棵树的产量
都能达到 60 斤以上，今年应该能收获 6 万
斤左右的枇杷，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今年
收入最少能达到四十万元。”“高产王”得
主邓雪辉告诉记者。
枇杷节的热闹氛围还没散去，另外一片
枇杷园里，一场网络带货直播活动已渐入高
潮。
“东开枇杷味美香甜、果肉丰厚、汁水
浓郁、质量上乘，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等
功效。而且东开村的环境和土壤特别有利于
枇杷生长，果实个大、皮薄，欢迎大家下单
品尝。”雁山区副区长莫运珍化身主播，携
手京东平台，为东开枇杷进行直播带货。
据悉，当天直播关注人数达 63 万，销
售枇杷 14328 斤，销售金额 258602 元。
“我们东开枇杷在市场上已经有了很高
的辨识度，不少客户都会指定或者优先考虑
我们的果子，我们村也打出了‘枇杷村’的
名声，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发展下去，一定
能够让我们的枇杷
‘火’
起来。
”
看到线上订单

源源不断，
唐孝成高兴得合不拢嘴。
而在这
之前，
他曾经当过两年的贫困户。

打造示范点 ，村民把枇杷
种植变为产业发展
“我们村虽然有百年的枇杷种植历
史，但是过去种植枇杷更多的是大家各自
种自己的，而且种下去就不管了，所以产
量不高，品质也参差不齐，一直很难卖出
好价钱。”村民杨喜林说，他家里有老人
和小孩，又没有什么产业，所以家庭比较
贫困， 2014 年他开始种植枇杷，但很长
时间都没有起色。
后来，杨喜林和几个村民找到镇里的
技术员，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学会了更新
枇杷品种和科学管护。同时，柘木镇政府
也加大了东开村枇杷种植示范点建设的扶
持力度。 2016 年，杨喜林成立了农佳枇
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 41
户，其中贫困户 18 户 68 人。
我们对原先的种植
“成立合作社以后，
方式进行了彻底改革，
以合作社为整体，
统
一管理，统一购买肥料，然后邀请区、镇的
技术专家到我们合作社进行培训。
当年，
我
就凭借 3 亩枇杷实现了脱贫，而且合作社

的大多数村民的种植事业也都开始顺利起
来。
”
杨喜林说，
下一步，
合作社还计划打造
电商销售平台，
做到统一销售。
“合作社成立以后我就加入了，以前
我们种枇杷就跟种地一样，现在不同了，
大家每天都在搞产业发展，从意识上就变
得不同了。”脱贫户李秀亮说。
不仅如此，
此前道路不通，
也是限制东
开村枇杷产业发展的一个原因。针对这个
问题，柘木镇政府多方筹措资金 100 多万
元降坡修路 1 . 5 公里，解决了示范点的道
路交通问题。
雁山区扶贫办、
水电局也支持
了 2 万多元，铺设抽水管道 1000 多米，解
决了枇杷种植示范点的灌溉问题。
目前，枇杷已成为东开村村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现在全村 50 户人，种植枇杷
近千亩，枇杷产业收入 500 多万元，仅枇
杷种植一项每年为村民增收 6000 元以
上，2019 年全村 19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加强技术支持 ，为东开村
发展枇杷产业提供支撑
“东开村现在有 6 个枇杷品种，从
最开始的早棕、长虹、解放棕到去年引进
的香妃、贵妃，无论是从果的质量还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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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说，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之所以要引
进这么多品种的枇杷，一个是想要东开枇
杷的种类更丰富，另一个就是每种枇杷的
成熟期不同，我们可以错开枇杷的成熟收
获期，从而让村民获得良好的收益。”柘
木镇副镇长梁益专介绍说。
记者放眼望去，所能看见的枇杷树都
做了套袋处理，村民正在用剪刀小心翼翼
地采摘。
“我今年快 60 岁了，在村里种了一
辈子枇杷也没见到过这么多品种，而且现
在政府给我们的技术培训也让我学到了很
多新技术，所以每次培训我都第一个
到。”村民李有贵说。
“目前东开村枇杷种植户逐年增加，
区、镇两级农业部门一直在加强技术服
务，我们每年都会到村子里开展大大小小
十几次培训。”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下乡
指导村民“矮化”枇杷树的柘木镇农服中
心技术员李树送，他告诉记者，枇杷种植
其实有很多门道，不仅要科学嫁接、施
肥，还要适时矮化树木，一方面利于村民
采摘，另一方面也能让枇杷果均匀生长。
“就拿矮化和嫁接来说，在对枇杷树
进行矮化的时候，你要知道原生枝要从哪
里裁断，新品种的嫁接要在哪里‘操刀’
才合适，这些我们都进行了细致的培
训。”李树送说。
“我以前一直在工地打工，近几年父
母身体不好，我才回到老家照顾他们。因
为家里人口多，家庭一直比较贫困。这两
年我学会了枇杷种植，家里一共种了十几
亩枇杷，每年收入都能达到十万元左右，
不仅实现了脱贫，还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
活。” 1991 年出生的李付军说，现在他
打算一直留在家里搞种植，下一步，他还
想专门去学习嫁接和果树管理的技术，争
取扩大种植范围。

“娘家人” 出面帮追回 120 多万欠款

退役军人部门帮 “活” 退役军人企业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黄小红）
日前，陈奕帆、许晓东等 4 名退役军人将
一面写着“心系老兵办实事，真情服务解忧
难”
的锦旗送到象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感谢
“娘家人”
帮助救活自己频临
“破产”
的企业。
陈奕帆等 4 人都是符合由政府安排工
作条件的退役士官，自谋职业后于 2017 年
共同创立广西牛到家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专门从事农副产品的配送服务。
经过几年
努力，公司从最初的 4 人团队发展到如今有

农行桂林分行发放
首笔 “抗疫英雄贷”

46 名员工的小型企业，为社会提供了 40
多个就业岗位，长期为 30 多家企业、学
校、
商铺提供配送服务，
曾被
《桂林晚报》
作
为退役军人创业先进典型进行关注报道。
然而，
从去年以来，
该公司却遇到了大
难题，几乎频临破产。原来，与其签订了商
业合同的某企业由于自身经营遇到困难，
从 2019 年 9 月开始拖欠该公司货款，总
额近 225 万元。加上今年初受疫情影响，
公司被迫暂停了部分业务，
成本的激增、
收

入的减少以及巨额货款的拖欠导致公司举
步维艰，
几十名员工也面临下岗的危险。
无奈之下， 4 名退役士官来到象山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遇到的困难，寻求
帮助。了解情况后，该局召开专门会议商
讨解决方案，局领导专门打电话与欠款企
业相关负责人沟通联系，并安排工作人员
上门了解具体情况，多次协调沟通，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拖欠货款的企业
在自身也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同意先结算

部分货款，并承诺剩余的货款也将在短期
内付清。目前，广西牛到家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已拿到 120 多万元货款，有了
这部分运转资金，这个濒临破产的公司终
于又“活”了过来。
为表达诚挚谢意， 4 名退伍士官专
门制作了锦旗赠给象山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陈奕帆感慨地说：
“太感谢了，
如果不是
你们努力协调，我们公司的困难根本不可
能这么快得到解决，
有
‘娘家人’
真好。
”

圆援鄂医护 “安家梦”
本报讯(通讯员伍文悄 廖琳)英雄“疫线”护大家，农行助
你安小家。日前，农行桂林分行向一位支援湖北抗疫归来的医护
人员发放“抗疫英雄贷”17 . 9 万元，为其购买新房子助力。这是农
行桂林分行第一笔直接发放给
“抗疫英雄”
的专属贷款。
该“抗疫英雄”为桂林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
名青年护士，不久前刚刚荣获“桂林市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中担
当作为先进个人”称号。她春节前就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新房，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因为她主动请缨奔赴湖北抗击疫
情，耽搁了购房计划。从湖北抗疫凯旋后，她迫不及待要完成自
己的“安家梦”，在得知农行有“医护专属贷”后，她迅速到农
行叠彩支行办理了贷款。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桂林市先后有 94 名医护工作
者主动请缨分三批援鄂抗疫。农行桂林分行为抗疫医护人员提供
专属“抗疫英雄贷”，帮助“最美逆行者”安家、改善居住条
件：凡是赴湖北支援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申请住房贷款，信贷利
率优惠，在给未参与援鄂一线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优惠利率的基
础上再优惠，并从简办理手续、优先规模配置。
这名青年护士从申请到获批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享受到了农行
的这一利率优惠，贷款期内将可少付数万元利息，她对此表示十
分满意——
— 不久的将来，她将拥有自己的第一套住房。

荔浦农商行竭诚相“贷”
打造战“疫”金融后盾
本报讯（通讯员范玉萍）为全力推动复工复产专项金融支持
精准落地，有效满足荔浦市各大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荔浦农
商行成立由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向阳为组长的金融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小组，深入各工业园区及存量客户进行走访调查，坚持
“到期延、存量续、总量增”的工作原则，持续深化与市场主体
的联系，主动对接、主动服务，充分评估疫情对荔浦辖内小微企
业的影响，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帮助企业将疫情损失
降到最低，全面实现复工复产。
荔浦鑫隆工艺品有限公司在复工复产后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急需大量资金采购原材料以确保正常生产。荔浦农商行审查该公
司符合财政贴息、支小再贷款政策发放条件后，通过降低利率、
抵押担保的贷款方式，在原有 340 万元授信额度基础上，为该
公司增加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600 万元，及时保障了该公司
采购原材料资金需求。
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交通暂时受阻，导致物品运输延迟订单
无法履约，广西荔浦志超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正为复工复产流动资
金发愁，荔浦农商行通过电话回访了解该企业的实际情况，积极
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原有的 1800 万额度基础上，通过财政
贴息的方式又为该公司增加了 500 万的授信额度，以解决企业
暂时的资金短缺问题。
据了解，自 3 月 10 日以来，荔浦农商行通过全面回访对接、
落实优惠利率政策、投放专项再贷款、创新信贷模式、开辟绿色通
道等措施，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截至 4 月 10 日，荔浦农商
行已累计投放了 53 笔 12713 万元专项支小再贷款。向符合财政
贴息政策投放条件的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等累计办
理 17 笔共 4900 万元，
完成区政府、区联社分配财政贴息专项额
度 9000 万元的 54 . 44% ，位居全区第二。
对受疫情影响客户，
贷
款利率降幅在 2% 以上，
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 352 . 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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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倩

通讯员刘静波

李倩茹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天然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科技型
外向民营企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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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疫
情以来，桂林莱茵生物抗疫关键时刻勇担社会责
任，大力生产抗疫物资，为制药厂商生产抗疫药
品提供有力保障，之后又迅速复工复产，尽快恢
复产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而这一切的背
后，
都有着税务部门的鼎力相助。
为了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排忧解难，桂
林税务部门推行精准“云服务”，为企业量身定
做政策辅导方案，提供个性化服务，确保优惠税
务政策取得实效，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彰显“税务
力量”。

助力抗疫
税务优惠政策为企业增底气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

发展迅猛，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被广泛应用在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中。而莱茵生物
生产的植物提取物和中药提取物系列产品中的
草莽酸，是生产奥司他韦必须的原料。
受疫情影响，用于生产草莽酸的原料市场货
源紧缺，价格陡增。在抗疫关键时刻，为尽快生
产出优质的原料，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效
“弹药”，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想法
设法购买各种原料，加大马力生产草莽酸，为制
药厂商生产抗疫药品提供有力保障。
不仅如此，疫情发生以来，公司还向桂林
市主要承担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医院捐赠一批
罗汉果保健饮料，向本地公安局、消防队捐赠
口罩 2 万个，以实际行动支持本地疫情防控。
3 月，又通过桂林市商务局向湖北十堰捐赠现
金 10 万元和一批物资，支持湖北疫情防控工
作。
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抗击疫情的同
时，税务的力量也在向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撑。
疫情发生后，临桂区税务局根据桂林莱茵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组织党员先锋
队针对具体情况制定政策辅导方案，确保政策

推送精准，政策解读简明易懂，咨询回复迅速
准确。辅导企业将发生的捐赠在计算企业所得
税时进行扣减，让企业在奉献爱心的时候更有
底气。
“长期以来的国家政策支持，帮助我们增强
了抵御风险的能力。”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彭于芳
介绍，公司长期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在 2018-2019 年，公司共申请并收到出口
退税和留抵退税共计 6627 万元。在国家政策的
长期支持下，公司秉承“绿色科技，健康未来”
的经营理念，加大了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力度，
这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但税务部门带
来的国家出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优质服
务，让我们有信心渡过难关，相信今年会发展得
更好。”
据了解，疫情期间，桂林税务通过无接触的
“云服务”，根据不同类型企业需求，向企业提
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仅莱茵生物所在的临桂区税
务局， 1-3 月，共辅导纳税人 1176 户，辅导纳
税人实操 490 户；并针对辖区内 6 个重点物资
保障企业成立保障复工工作小组，切实保障政策

优惠顶格享受，涉税办理个性化辅导，调动一切
力量保障重点物资生产。

“无纸化” 退税
为企业抵御疫情风险添保障
2 月 10 日，桂林部分工业企业开始复工复
产，位于临桂区的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也于当天正式开工。“我们正式员工有 400
多人，返岗率还算不错，从 10 日正式复工到 13
日人员到岗率就已经达到 80％ 。”公司综合管
理部相关负责人易女士介绍。
2017 年 12 月，该公司投资超 5 亿元新建
的天然提取物生产基地位于桂林市临桂区医药产
业工业园正式投产，该工业园拥有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符合 GMP 标准的自动化智能提取生产线，
公司的罗汉果甜甙和菊糖均于 2011 年通过了美
国 FDA 的 GRAS 认证，是全球首家同时获得该
两项产品认证的企业。
正因为如此，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 的业务都是外贸业务，这几年出口贸
易越做越好，退税额连年增高。 2020 年 1-3 月

就收到出口退税 2079 万元， 4 月预计还将申
报 600 万元。作为出口退税 A 类企业，该公
司可享受无纸化申请的简易申报流程。
“在疫情期间，这样的办理退税方式更是
大大方便了我们。”彭于芳介绍。 3 月底，
国内疫情形势趋于平缓，国外的疫情不断加
重，公司主要出口国美国和意大利更是因为封
城等因素的影响，货物在物流和港口通关方面
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如果国外疫情持续发酵，
到 6 月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这笔退税，为企业充裕了现金流量，让
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接下来可能风云巨变的
外贸环境。”
无纸化无接触的办税不仅在退税方面，
疫情期间，线上办、远程办、“无接触式办
税”更是延伸到日常的各项涉税业务中，
“不见面”成为办税常态。 3 月份，桂林涉
税业务网上申报率达 99% ，进入实体大厅办
税缴费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70% ；向全
市 5 万余户领票企业宣传了免费发票寄递举
措，为全市 532 户纳税人免费寄递发票 2 . 34
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