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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自
4月底启动
国有房屋租

金减免工作以来，国资国企系
统纷纷响应，将3个月房租减免
对象从服务业扩大至所有行
业，至今已减免租金2397.22万
元，惠及184户小微企业和905
户个体工商户。疫情无情，政
策有情，我区出台一系列精准
帮扶政策，帮生产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渡过难关。国有房屋租
金减免，同样有助于撑住城市
的“门面”。

星罗棋布的店铺不仅关乎
经营户的“饭碗”，也是整座城市
的“门面”，一旦在疫情中难以为
继，就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
扰。国有房屋租金减免，让租房
营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喘过气来，有利于涵养社会活

力，增强抗疫韧劲。令人欣慰的
是，不少店铺虽然属于私产，但
房东同样能主动为承租户减免
房租，这既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
睿智。大家一起出手，“门面”撑
住了，小店保住了，就会有日后
的长久共赢。

我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虽然一直保持良好态势，
但餐饮、商超等对客流依赖度
较大的行业依然举步维艰，势
单力薄的个体经营户更是如
此，倒下了会是一大片，而“撑
一把”就能撑起繁荣发展前景，
就能撑足共同富裕底气。

本月开始，我区开展“普陀
购不停，你消费我助力”系列促
销活动，这同样有助于撑住城
市的“门面”。无数温暖之手，
定能驱散疫情阴霾，共创美好
生活。

撑住城市的“门面”
□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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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排查不留盲区 整改不留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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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林妤歆）“请问大家在申请留抵退
税方面有什么问题吗？”近日，在
普陀展茅工业园区举行的税企恳
谈会上，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就税
惠方面政策为企业答疑解惑。

据了解，自今年实施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以来，我区大力推动
税惠政策直达快享，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

展茅工业园内超八成企业从
事水产加工。近年来，园区企业
运用现代食品生物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
群效应不断凸显。今年，为更好
地问需于企，区税务局举办了多
场线上线下税企恳谈会，针对企
业提出的政策问题、服务需求，建

立“一事一档”，健全“党员送政”
专线服务机制，积极调动“培源”
“向老师”等多个工作室，让党员
品牌在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实
过程中“动起来”“用起来”，助力
企业轻装前行。

“税务部门主动服务，给予指
导，对企业增强发展信心很有帮
助。”浙江平太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徐艳娜说，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前期在房屋构建、生产设
备投入、研发产品技术等方面，投
入了大量资金。再加上受到疫情
影响，原材料价格提高、人工成本
加大、蒸汽等燃料动力费价格不断
上升，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在
此情况下，税务部门及时给予服务
指引，帮助企业第一时间享受到了

支持政策。”徐艳娜说。
浙江恒晖海运有限公司，今年

同样遇到了燃料油和人工工资上
涨等因素引发的资金压力问题。
“多亏了税务部门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帮助解决了税费减免申
报上的许多问题，让我们第一时
间就收到了480余万元留抵退税
税款，大大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
新船打造项目得以顺利推进。”该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文花感叹。

据悉，为提升税惠政策宣传的
定制化、精细化水平，该局以税收
大数据为依托，对纳税人身份类
别进行智能归集、精准标签，匹配
对应可享的税惠政策清单，实现
对焦式供需、定向式服务。该局
还组建税政专家团队，开展“面对

面”宣传辅导、“点对点”精准滴
灌、“一对一”答疑释惑，深度聚焦
税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
点，发挥税政部门“能解难、会算
账”的优势，帮助企业“活血化
瘀”，为市场主体发展提振底气。

区税务局还积极推行“码上掌
办”模式，引导企业财务人员、办税
人员通过税企交流群、纳税人学堂
等线上渠道完成智能咨询、视频连
线、政策宣传、消息推送。在区税
务局的“云间智税”“赋能中心”等
平台，活跃着超过7000名纳税人，
每天有200余条次的提问得到答
复。同时，该局打造“青税代跑”团
队，为企业享受税费政策架起“高
速干道”，确保税惠红利直达市场
主体。

我区大力推动税惠政策直达快享

多举措助力市场主体轻装前行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林洁）昨天上午，区政协召开“委员
与现代化新普陀同行”招商引资动
员会。会议发出《凝心聚力促招
商 同心同向助发展》倡议书，号召
全体委员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优
势、主动作为，为普陀招商引资工
作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区政协主
席夏凯慧讲话。

倡议书中，区政协号召政协委
员发挥联系面广、渠道畅通等优势，
宣传普陀产业定位、优惠政策、发展
潜力和巨大商机，让更多人了解普
陀、走进普陀、投资普陀。企业家委
员要聚焦核心任务，围绕发展目标，
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以情招商、产业
链招商，把专业优势和渠道资源转
化为招商引资的动能和增量。发挥
政协委员参谋智囊作用，立足岗位
和行业优势，主动加强与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联系。深入重点工作和
项目一线，以多种形式为进一步优
化发展环境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吸
引更多客商来普陀投资兴业，共谋
发展。会上，大家观看了普陀招商
宣传片，听取了我区招商重点产业
及相关政策，6位区政协委员在会上
作表态发言。

夏凯慧在会上强调，政协委员
要积极响应号召，参与、服务、配合
招商，招引大项目、好项目；企业家
委员要发挥好主体作用、带头作
用、代表作用，用足用好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积极投身招商引资主战
场；要真抓实干，捕捉招商信息，围
绕普陀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基础
设施建设，吸引投资者，提高招商
引资实效。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
将全力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供
优质服务。

委员与现代化新普陀同行

区政协召开招商引资动员会
夏凯慧讲话

徐子海：残疾修鞋匠演绎自强人生

本报讯（通讯员 刘生国）6月
21日，六横镇城镇污水处理厂二
期项目建设工地机声隆隆、车来
车往，两台长臂搅拌机车将大量
的混凝土输送到了建设中的污水
处理生化池里。工人们忙着在生
化池底部浇筑混凝土。

据了解，该污水处理厂二期项

目主要建设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9000吨的污水处理生化池。工程
总投资5000余万元，今年年初动
工建设，目前290多根基础桩打桩
任务全部完工，进入到污水处理生
化池底部混凝土的浇筑工作。

“如果天气晴好的话，10天左
右就可以完成浇筑工作。”施工单

位相关负责人说，根据目前工程量
和施工进度，下步，他们将全力以
赴做好生化池、二沉池、磁混沉淀
池、污泥浓缩池池体浇筑以及水质
调试等各项工程建设，力争到今年
年底前完成整个工程的建设任务，
并交付使用。

据悉，六横镇城镇污水处理厂

建于2019年，目前日污水处理能
力为9000吨。但随着岛内人口增
加和产业发展，该厂已处于超负
荷运行状态。二期建设项目投入
使用后，其日污水处理能力将达
到18000吨，且污水排放标准从现
在的一级A类水质提升到清洁水
质。

六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生化池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滕忠平）记者从展茅街道了解到，
“遇见路下?徐徐美好”乡村共富系
列主题活动将于6月25日至26日
在路下徐举办。

“遇见路下?徐徐美好”乡村共
富系列主题活动举办期间，将有好
看、好吃、好逛又有范的路下市集，
届时分为创意车尾箱市集和共富
市集两部分，为游客带来创意花
卉、萌趣好物、文创手作，更有展茅
当地农特产品、蔬果农副产品。6
月25日晚，将开启萤火歌会，灯光、
音符搭配美食，展现乡村惬意的夜
晚。此外，还有千里徒步活动、乡
村共富直播等精彩活动。

6月25日，还将举行“小岛你

好”舟山市乡村创业基地启动仪式、
摄影之乡启动仪式等活动，充分展
示基层党建和乡村创业成果，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开展普陀区互学互
评互比第二季度现场会、统战助力
乡村共富系列活动、乡村振兴创业
路演沙龙等系列活动，点亮创客们
的创业梦想，赋能乡村振兴。

“我们将以此次乡村创业基地
启动仪式为契机，开启乡创之路的
新起点，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基
地建设，探索扎根农村、服务农业、
普惠农民的乡村创业模式。”展茅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统战
部、市人力社保局、市农业农村局、
区人民政府主办。

乡村共富系列主题活动本月25日举办
“小岛你好”舟山市乡村创业基地启动仪式同步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
员 忻俊豆）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明超赴我区调研人大代表联
络站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
元试点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戴灵芝陪同。

上午，张明超一行实地考察
桃花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就联络
站工作机制、代表活动开展和基
层单元建设等情况进行详细了
解，并对好做法、好经验予以肯
定。张明超指出，要加快数字化
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切实把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基层，
让人民群众感到人大就在身边、
人大工作有力量有作用。

下午，张明超一行赴沈家门
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沈家门街
道及我区开展人大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基层单元试点建设情况的
汇报，并就数字赋能代表联络站
建设、丰富代表联络站功能等进
行座谈交流。

张明超强调，基层单元建设是
浙江人大打造全过程民主实践高

地的重要举措。沈家门街道人大
代表联络站作为全省第一批人大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培
育对象，要准确把握基层单元建设
的重点任务，更好倾听民意、反映
民愿，努力打造基层单元建设样
板。普陀人大要把加强全过程人
民民主建设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
面全过程，以数字化改革的理念、
思路、方法为牵引，全力推进代表
联络站迭代升级，形成“联系群众”
“民主协商”“督政议事”“促进工作”
“数字治理”五大功能，同时充分挖

掘人大工作的特色亮点和优势经
验，加快推进数据全量全要素归
集、共享共用，通过重点应用场景
升级推动人大工作更加智慧高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陀经验。

当天，张明超一行还根据全
市各级人大代表开展助力八大攻
坚行动和开展“六访六促”推动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
行市主题活动的要求，调研了城
乡供水一体化民生实事项目、“非
粮化”整治工作、景区精细化管理
提升改造项目等。

张明超来普调研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情况

努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海岛样板”
戴灵芝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