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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吕淑文）近年来，兴安
农合行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联社党委和县
委、县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积极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深耕本土，聚
焦三农，精准施策，奋力答好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卷”。在兴安县 2019 年脱贫攻坚
暨“扶贫督查问题整改攻坚月”活动中，该
行 1 名员工得到兴安县委、县政府通报表
扬，是兴安县金融机构唯一获表彰的单位和
个人。

精准扶贫，金融活水汩汩而来。兴安农合
行坚持发扬农信人优良的“挎包精神”，跋山

涉水、进村入户，“5+2”“白+黑”“雨+晴”
地开展建档、评级工作，大力发放扶贫小额信
贷。侯某是兴安县兴安镇护城村委会马路村
的贫困户，该行信贷员和其帮扶人了解到他
希望通过种植葡萄来改善困境，但缺少启动
资金，再详细调查他的情况后立即对他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 5 万元。目前他已脱贫并成立
种植葡萄专业合作社，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这只是该行脱贫工作的一个缩影。2016 年
以来，该行主动作为，承担全县扶贫小额贷款
发放重任，累计发放全县 100% 扶贫小额信
贷 1926 笔金额 8312 万元，共为贫困户申请

扶贫贴息资金 663 万元。此外，还发挥广
西农信利农商城“金融+电商”平台优势拓
宽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团购市场供需，截至
2019 年末，组织 11 家农产品商家入驻利
农商城，销售额达 59 .3 万元。

定点帮扶，造血式扶贫激发动力。加大
对帮扶贫困村的人力、资金投入力度。张某
是严关镇灵坛村村民，2017 年建档立卡贫
困户，是该行定点帮扶对象。帮扶人、驻村
干部每月都会详细了解他生活、生产等方
面的情况和困难，为他在县内打零工、养殖
小龙虾、泥鳅等提供信息和资金支持。由于

近期兴安县连降暴雨，他的 3 . 6 亩小龙虾
养殖田全部被冲毁，房屋被淹。该行领导班
子多次带队深入他家中了解情况，并送上
慰问品、慰问金。张某只是该行定点帮扶工
作的一个例子。近年来，该行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持续开展以捐资助学、敬老爱幼、贫
困帮扶、关爱留守儿童等为主题的系列捐
赠慰问活动 90 余次，进村入户普及扶贫
小额贷款政策等宣传 1600 余次，帮扶发
展村级党组织、村委会议室及村级道路建
设等，累计出资 20 万余元，为定点扶贫村
尽快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兴安农合行奋力答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卷”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
春。” 6 月 14 日，记者在机场路看到，路中绿化分车带的紫
薇盛开了，或粉或红，或紫或白，灿若繁星，轻轻迎风舞，暗
暗吐芬芳，整条道路就像一条美丽花路。此外，在中山中路、
中隐路、七星路、东二环路等路段种植的紫薇也盛开了，一簇
簇鲜艳的花朵在阳光照耀下，把夏季的桂林装扮得更加热情。

紫薇为落叶灌木，别名百日红、痒痒花等。其树干光洁，
抗逆性很强，具有一定的抗污染能力，且花期较长，适合作为
道路植物。从 2015 年以来，市园林部门在中山路、七星路陆
续引种了四川红等品种的紫薇，并采用树阵的方式种植，开花
时形成了较好的效果。随后，又陆续在机场路、中隐路、七星
路、东二环路等路段引种，均取得了较好的花化彩化效果。由
于紫薇一般在夏季开花，花期较长，而这段时间开花的植物较
少，因此，紫薇在近期对城市的扮美作用更加明显。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目前，紫薇已成为我市花
化、彩化的主打品种。2019 年，园林部门在桂磨路种植了 1200
株四川红，进一步扩大紫薇种植的数量。针对今年春季以来平均
气温较高、雨水较多、湿度大等情况，园林部门除了继续加强施
肥外，还开展了蚜虫、蚧壳虫、叶蜂、白粉病、煤污病、褐斑病等
紫薇病虫害的专项防治，确保其健康生长、正常开花。

轻轻迎风舞 暗暗吐芬芳

市区紫薇花灿烂盛开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资源一男子开车发生事
故后，自作聪明把车子和车牌藏匿起来，民警找上门还拒不
承认。最终民警不但找出事故车，还给予肇事男子重罚。

近日，资源县公安局 110 接警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柒先生
的报警电话，称他在资源县机关幼儿园附近的路口掉头时，
被一辆银色小车撞击。而让人气愤的是，对方直接驶离了现
场。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走访、调查，在大量调取案
发现场附近的视频监控后，锁定了肇事车辆，并联系了该车
车主曾某。

然而，民警找到曾某后，他却拒不承认自己曾驾车撞过
柒先生的车辆。他自称，他的车子被朋友开到外地去了，同
时反复强调是民警搞错了。民警经搜索，在县城一条隐蔽的
小巷子里找到一辆疑似车辆，又对该车车身撞击痕迹进行对
比，证实该车正是碰撞柒先生车辆后逃逸的车辆。而这时，
该车悬挂的车牌却不知所踪。

民警再次联系曾某，曾某仍坚称未曾驾车撞击过柒先生
的车辆。于是，民警联系拖车将嫌疑车辆拖走。得知自己的
车辆被交警部门拖走后，曾某这才主动来到交警大队，承认
了其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实。

原来，曾某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碰撞了柒先生的车
后，他担心在后续交通事故处理中被交警查到其无证驾驶会
被重罚，于是选择逃逸，将车停放到一条隐蔽的小巷子里，
并将车牌取下，以为这样交警就无法查到自己头上。

日前，曾某赔偿了柒先生的经济损失。资源交警部门对
曾某无证驾车和交通肇事逃逸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罚
款 2500 元和其他相应的交通违法处罚。

肇事逃逸藏匿车辆

男子被罚 2500 元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王洁）日前，秀峰公安分局
在辖区置业广场成功破获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缴获仿冒小
米、华为、 OPPO 、 VIVO 等品牌手机配件 3000 余件，涉
案总价值 15 万余元。

今年 5 月，秀峰公安分局百梓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
辖区置业广场有一家经营手机的店铺涉嫌销售假冒手机配件，
派出所民警立即开展调查。经侦查，该手机店铺表面无异样，
但设置较隐蔽，其一楼隔开成里外两间商铺，外间销售正规手
机，里间销售手机配件。

经调查，民警发现楼上还有一间仓库存储手机配件，有手
机壳、钢化膜、充电器、充电线以及耳机等。警方取得样品
后，经过有关单位专业鉴定，这些标注国内知名品牌的手机配
件均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秀峰警方采取行动，对该店铺进行全
面清查，从二楼仓库查获 3000 余件涉嫌假冒手机配件，初步
估算涉案价值达 15 万余元。据介绍，这些产品以次充好，在
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着火甚至爆炸等危害，严重危害
消费者人身安全，侵犯正规厂家的权利，并影响企业声誉。

经审讯，该店铺法人周某交代其在丰厚利润驱动下，由其
兄长周二某通过微信，联系厂家从深圳等地分批次购入这些冒
牌手机配件的犯罪事实。

据介绍，根据法律相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属于违法行为，销售金额较大的则会构成犯罪。目前，周
某等 4 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已经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案值 15 万的

假冒手机配件被查
秀峰警方刑拘 4 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骆超)“为什
么我在网上定不了 G 字头的动车票？”
“因为您已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近
日，市民方女士在网上订票时发现自己被
“限制乘坐 G 字头动车”，她打电话至铁
路客服部门了解情况时，才恍然大悟。原
来，方女士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一家公司存在
重大税收违法行为，方女士进了“黑名
单”。根据相关规定，税务机关将其信息提
供给参与实施联合惩戒的相关部门，她面临
最多达 34 个部门的 28 项联合惩戒措施。

无独有偶，我市另一家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卢先生最近在办理银行贷款时也“卡了
壳”。原因是他所在的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
被税务稽查部门立案调查，而卢先生却玩
“失踪”拒不配合调查，最终他和他的企业

被列入了税收违法“黑名单”。无奈之下，
卢先生只好主动找到税务部门，缴清相关罚
款，这才从“黑名单”上除名。

如今，税收违法除了承担法律责任外，
责任人还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这是近
年国家税务总局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
总体部署，深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有
效打击严重税收违法失信行为，提高税法遵
从度，优化营商环境而推出的一项新措施。
2014 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我国税收
违法黑名单公布制度建立。该制度通过国家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渠道，对外公布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并由相关部门实施联
合惩戒和管理措施。 2018 年底，国家税务
总局制定发布了《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

息公布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实施。该办法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三稽
查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共有 18 家企业
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并向社会公
布。这些企业及其法人代表有的被银行降
低了授信额度，之前谈好的贷款申请方案
被暂停，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有的被
列为纳税信用 D 级企业，被严格控制发
票领用；有的被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有的被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等。他们真正体会到了“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的滋味。

同时，税务部门也积极建立纳税信用

修复机制，鼓励“黑名单”主体通过主动
纠正失信行为等方式修复信用。据了解，
2018 年至今，我市累计已有 4 家企业主
动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后被从“黑名
单”公告中撤出。

税务稽查人员提醒广大纳税人：请珍
惜企业信用，提升企业诚信度，积极配合
税务人员完成涉税、纳税义务，千万别进
税收违法“黑名单”。如因偷税已经被列
入税收违法“黑名单”，更应尽快按照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经实施检
查的税务机关确认后，从税收违法“黑名
单”公告中撤出，并将缴清税款、滞纳金
和罚款的情况通知实施联合惩戒和管理的
部门，这样才能停止惩戒措施。

今年我市 18 家企业被纳入税收违法“黑名单”
税务稽查部门提醒：当心“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本报记者何平江 通讯员何桂羽 文/摄

6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4 点，荔浦市
马岭镇鼓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10 岁的韦茂
婷和几个小伙伴在简易床上写作业，一些老
人、妇女围坐在几张桌子旁聊着些家长里短。
6 点多，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晚饭。

韦茂婷和她的小伙伴，还有那些老人来自
同一个村，但他们不是游客，而是马岭镇
“ 6·7 ”特大洪灾的受灾群众。

正在现场协调工作的马岭镇党委书记洪俊
告诉记者，这个安置点是 6 月 7 日下午临时
搭建的，住着同善村潘厂、敢笔等几个村屯
200 多名受灾群众。

记者在人群中找到同善村党总支书记韦茂
永，他跟记者讲起一个星期前惊心动魄的一
天。

由于连续几天大雨不停，距离潘厂水库最
近的同善村潘厂屯村民都紧张地关注着村边河
流涨水的情况，村支书韦茂永每天都组织党员
在村子周边巡逻，查看水势。 6 月 6 日下了
一夜暴雨， 7 日凌晨 5 点多，韦茂永实在睡
不着了，拿起手电筒一个人到村
子外查看河水。来到河边，
韦茂永发现水位已经超
过了新修的河堤。
“不好，看样子河
水很快会淹进村
里。”韦茂永顿
时觉得情况不
妙，赶紧回去召
集村干和党员挨
家挨户通知村
民，并组织村民
向高地转移。

当村民全部转
移到一处高地时，村
子的后山突然传来巨大
的轰隆声。“不好了，后
山滑坡了！”韦茂永赶紧组织
村民再次转移并向马岭镇政府报告险情。

收到同善村险情报告后，马岭镇镇长李荣
仕天刚亮就带着应急救援队伍赶到潘厂屯。此
时，雨越下越大，潘厂水库水位继续上升，后
山的落石不断，李荣仕当机立断，立即指挥组
织潘厂屯及相邻的敢笔屯村民全部往外转移，
591 位村民迅速往 321 国道附近的高地转移。

下午 1 点，村民刚刚转移出来，潘厂屯后
山 500 米范围就发生大滑坡， 30 万立方的泥
土冲击村子，造成部分房屋受损、道路被埋，
几乎所有房屋一楼都堆积了滚落的岩土。万幸
的是，没有一个村民受困、受伤！

灾情发生后，距离潘厂屯 1 . 5 公里的马
岭鼓寨景区主动提出免费为村民提供场地避
难，当地政府会商后决定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设置临时安置点，迅速调集帐篷、折叠床、被
子、衣服、矿泉水等物资，并安排镇卫生院带
人带药，在安置点设立临时卫生室。

7 日下午，除了部分村民投亲靠友外，
受灾的大部分村民在安置点安顿下来。很快，
政府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村干部准备好了

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紧
张了一天的村民一个个
早已饥肠辘辘，这一顿
饭，大家吃得特别香。

晚饭后，韦茂永组
织村干部和党员轮流在

村口值守，防止村民冒险
返回家中。

从 7 日到 14 日，一个星
期过去了，住在马岭“ 6·7 ”洪

灾临时安置点的村民，一日三餐、饮
用水都由政府免费供应，一些社会爱心人士还
送来食品、饮料。年近 70 的潘厂村民韦本旭
感慨颇深：“虽然我们村遭受了从来没有的大
灾，但党和政府第一时间把我们救出来，还把
我们安置得这么好，饿了有饭吃，渴了有水
喝，冷了有衣服、被子，我们都非常感激。”
记者在安置点看到，白天村民在景区服务中心
休息，有空调、饮用水，也有桌椅，晚上按照
家庭或者自己组合在帐篷睡觉，由党员、师
生、医务人员等组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
者服务队 24 小时值守。

马岭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自然资
源部的专家已经到滑坡现场进行地质灾害勘
察，敢笔屯部分距离山体较远的村民已经可以
回去了，但潘厂屯依然处于危险状态。

马岭镇“ 6·7 ”特大洪灾已经过去一
周，现在位于鼓寨景区的临时安置点里依然住
着包括潘厂屯等多个村屯的受灾群众 200 多
人，每天都有党委政府干部、党员志愿者、社
会爱心人士轮班值守，保证群众在安置点吃得
香、睡得好、心里暖。

走访马岭“6·7”洪灾临时安置点：

人心暖 饭菜香

紫
薇
盛
开

把
中
山
路
扮
美
成
花
路


通
讯
员
李
腾
钊

摄

村民喉咙不适，马岭卫生院的医生在
临时医务室为她检查。

▲ 6
月 14 日是
周末，韦茂
婷和小伙伴
带着小狗在
帐 篷 外 玩
耍。

新时
代文明实践
所的志愿者
为 村 民 打
饭。

▲安置点里一日三餐免费，管饱、管好，村
民们吃在嘴里，香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