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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
下午， 代市长夏心旻赴江都专题
调研中央、 省级环保督察整改和
“263”专项行动工作。他强调，要
全力抓好中央、 省级环保督察整
改落实工作，确保按期、按质完成
整改任务，扎实推进“263”专项行
动， 坚决打好打赢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攻坚战， 进一步提升全市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副市长丁一
参加调研。

夏心旻一行实地察看了扬州
华兴化工公司、 天楹垃圾焚烧发
电厂、江亚消防药剂公司、扬州新
华化工公司等化工企业整治和生
活垃圾处理项目。随后，夏心旻主
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我市环保工
作总体情况、今年以来“263”专项
行动推进情况、 中央和省级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省环保
厅暗访检查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和
江都区相关情况汇报。

夏心旻强调，抓好中央、省级
环保督察整改和“263”专项行动
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
务，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要举措， 是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我
们要提高政治站位、 凝聚思想共
识，深刻认识抓好中央、省级环保
督察整改和“263”专项行动的重
要性、紧迫性。这既是对我们的严
峻考验，也是重大机遇，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乘势而上， 将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不留退路，下狠功夫，铁腕治污，让扬州绿色、生态、宜居的城市特质
更加彰显。近年来，我市以“263”专项行动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为抓
手，不断加强生态建设，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
存在环境负荷仍然偏大、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部分环保重点任务推
进不快、环境治理基础有待加强等问题。我们要正视存在问题、聚焦工
作重点，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

夏心旻要求，要全力抓好中央、省级环保督察整改。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已经启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将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
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自查要从细，整改要从快，标准要从严，集中全
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按期、按质完成整改任务。要扎实推进“263”专项
行动，继续坚持“高于省标准、严于省要求、快于省进度”的总体要求，进
一步聚焦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全力完成“两减”省定任务，着力推进
“六治”取得实效，充分发挥“三提升”环境效应。同时要扎实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重点工作，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总基调，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要求，系统谋划我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任务；推
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形成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扬州经验；强化水
环境保护，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管理，强化环境执法监管，从
严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保持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

广陵开启纳税信用“红绿灯”
打造纳税诚信体系为企业发展“护航”

通讯员 姜爱军 张露

诚信纳税是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必备条件。 广陵国地税积极联
合职能部门， 以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为着力点， 注重守信激励与失
信惩戒，打造纳税诚信体系，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护航”。

以往信用等级评定， 国地税
都是“单打独斗”。去年以来，广陵
国地税深化合作， 着力打造国地
税一体化评定体系， 有效提升等
级评定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据介绍， 广陵国地税成立了
信用等级联合评定工作领导小
组， 协调全区纳税信用评价基础
工作， 审议决议各类信用结果认
定， 实现了信用等级认定工作的
体系化、专业化运作；建立一体化
信用评价体系，统一设立指标、统

一评价标准、一致衡量口径、联合
结果认定， 实现了国地税评价结
果的一致性； 建立沟通协商机制
和信用类型复核机制， 及时解决
评定工作中遇到的疑点、 难点问
题， 确保评定结果的准确性。今
年， 广陵区国地税联合开展数据
比对，共对20628户纳税人进行评
定，最终评定A级纳税人1820户、
B级纳税人8014户 、M级纳税人
7530户、C级纳税人563户、D级纳
税人2701户。

增强守信纳税人的获得感，
让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享受良好纳
税信用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是税
务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优商驿
站” 是广陵地税局推动税收信用
体系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
举措。它与纳税人信用等级挂钩，

（下转6版）

精准扶贫 低保户主动退保
平山乡“量身定做”系列脱贫举措帮助低保户脱贫致富许恒标 罗玉霞 吴存峰

近日，残疾人张亮（化名）来
到平山乡政府民政科， 主动要求
取消低保资格，“政府在我最困难
的时候给了我们低保政策帮扶，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坚决不能再
拿低保金了。”一番真挚的话语让
科室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进保容易，退保难”一直是
影响低保工作顺利开展的顽疾。
如何增强在保户的退保意识？平
山乡下足功夫， 连续开展低保专
项整顿工作， 一方面加强政策宣
传， 另一方面增强群众的理解和
认识，形成了“纳保及时、受保思
变、退保平心、骗保可耻”的良好
社会氛围。

平山乡党委书记王斌介绍

说，在加强低保阳光操作的同时，
近几年来， 乡里把农村低保政策
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有机地结
合起来，以精确的“应保尽保”促
进精准扶贫的开展， 全面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政策，实施
全乡的低保户和乡领导班子成员
一对一结对帮扶， 从根本上让群
众“主动退保”。

平山乡专门设立了40万元帮
扶基金，加强医疗救助、临时救助
和残疾救助。 该乡逐步完善医疗

救助制度， 对五保对象、 低保对
象、其他特殊救助对象中患大病、
慢性病的，实施医前、医后救助，
即时救助，按时救助等，基本做到
了全覆盖。此外，乡里还完善了临
时救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因病、
因残、 因灾等造成基本生活困难
的低收入群体、临时困难家庭，给
予非定期、非定量临时救助；对全
乡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的残
疾人发放生活补贴。 据统计，仅
2017年， 该乡就发放各类救助资

金107.2万元。
既要做到精准扶贫， 更要做

好精准脱贫。 平山乡对已达到就
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
成员，推荐介绍就业岗位，加强技
能培训，以“量身定做”方式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低保户、困
难户长志气，树信心，并尽可能地
助其就业、创业。陆某曾经是该乡
的贫困户， 由于患上糖尿病等并
发症， 只能放弃企业岗位回家养
病。不愿吃低保的他，利用祖传扎

笤帚手艺，在家开办扎笤帚作坊。
生意越来越好后， 老陆还手把手
给一位聋哑人员传授手艺。他说：
“只要自己能劳动，能不拿低保金
的，坚决不给国家添麻烦。”

过去因生活所迫， 无奈之下
争相“吃低保”。如今，在精准扶贫
政策帮助下， 主动退出低保已成
平山乡一种新风尚。截至目前，全
乡低保户已由2013年的99户下降
至2018的42户， 其中仅去年以来
就有22户退出低保。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修编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朱民阳等参加

谢正义分别赴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调研———

本报讯 （记者 吴生锋 邹

平） 昨天， 围绕贯彻落实省委对
扬州的新要求， 进一步推动思想
大解放、引领发展高质量，市委书
记谢正义赴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
协调研， 听取对市委工作特别是
对我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主席
朱民阳参加市政协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 与会人员就进一
步明晰城市发展定位、 以高质量
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接
融入全国全省重大战略、 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体系等问题提出了许
多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
大家的发言后，谢正义说，大家的

发言政治站位高， 有水平、 有办
法，充满了对城市的感情，市委七
届六次全会文件起草组和总规编
制小组将认真梳理相关意见和建
议，充分吸收到市委全会报告、新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

谢正义指出，要进一步推动思
想大解放， 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
解放思想首先要学习新思想，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自觉用总书记的思想
对好标、定准向，在总书记的思想
中找思路、找方法，真正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解放思想要有国际视野、历史
眼光，走出大院、跳出扬州，站在历

史长河之中解放思想， 争创扬州
“第四次辉煌”。解放思想要坚持问
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作为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解放思想要集思广益，举
全市之力、集中全市智慧，尽本届
班子、我们这代人所能，努力编制
出一个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具有鲜明扬
州特色的城市总体规划。

谢正义强调， 要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 把中央要求与地方实
际紧密结合， 把世界大势与扬州
历史纵深紧密结合， 把长远考量
与当下操作紧密结合， 修编好新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当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扬州
城市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要贯
彻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在尊重
自然、 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保护自
然、利用自然，根据扬州城市的自
然禀赋，以雕琢“螳螂白菜”的思
路编规划，留下城市生态空间。要
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把“科创名
城” 建设作为再创扬州发展辉煌
的主航道， 推进以各类人才为主
体、 科技创新为主动能的名城建
设。要打造城市发展新经典，精心
规划建设若干辨识度高、 可读性
强的城市新片区、新地标。要满足
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嵌入式、融

合式养老机构布局放在与幼儿园
建设同等重要地位， 规划建设好
公园、酒店群等设施。

谢正义强调， 市人大常委会
要超前介入总规修编工作， 把编
制规划与制定规定、 规则结合起
来，以硬性规定、规则引导规划修
编；市政协要群策群力，积极献计
献策，与总规编制小组齐心协力，
把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好。

市领导孔令俊、 陈锴竑、朱
妍、沙志芳、范天恩、杨正福、何金
发、李忠盛、王克胜、董玉海、程吉
林、夏正祥、王骏、刘流，市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林正玉、 市政协秘书
长汤天波参加调研。

2018年扬州城区小学招生政策发布

公办小学施教区
6月22日公布

各小学招生报名时间统一为7月6日至9日
办理入学手续户口簿房产证等材料要带齐

我市2018年高考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扬州两万余考生
本周四迎高考
公安卫生城管等部门制定保障方案
明天看考场实际演练进场身份验证

入学

详见2版

详见5版

2018中国大学生校园路跑接力赛落幕

扬州大学队获全国总冠军

小额支付市场竞争加剧，多家银行宣布———

“小额免密免签”
刷卡限额上调

银行卡刷卡限额由300元上调至1000元
扬州人更习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

高考

支付

详见4版

详见2版

汶河街道推进老街巷“立体绿化”环境改造

老街巷变
“小公园”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是“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记者昨在汶河街道采访看到，
位于老城区的多条老街巷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一件件园艺小品点缀在斑驳的墙壁上、墙
角下，立体绿化将老街巷装点得焕然一新。据
了解，今年以来，汶河街道推进“彩色街巷”扮
靓老城区环境治理工作， 通过广泛发动园林
园艺志愿者和居民齐抓共管， 对80条老街巷
进行“立体绿化”环境改造，不仅改善了老城
区居民生活环境，也提升了古巷游的吸引力。

庄文斌 王桂金 摄

迎接世界环境日

扬州大学选手冲过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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