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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7日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以晴为主；18～19日受高空低槽东移影响，我市有降水发生，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7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20～33℃；18日：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1～2级，22～32℃；19日：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1～2级，24～30℃。

精准精准扶贫 不落一扶贫 不落一人人

“贤内助”变“廉内助”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陈琳 尹文路

“让我们共同努力，树立好家风，把家庭建设成为
充满和睦亲情的温馨空间，建设成远离腐败的洁净港
湾。”5月30日，在嘉鱼县领导干部家属廉政家风建设
专题会上，家属代表陈锦秀作表态发言，并在家庭助廉
承诺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天，260多名干部家属来到活动现场，集中观
看了廉政教育片《歧路•苦果》，签订了家庭助廉承
诺书，聆听了廉政党课《和谐家风，弘扬正能量》，并
由县妇联发起廉洁家风建设倡议，号召全体干部家
属提高廉洁意识，营造清廉家风，实现家庭共同助廉
的目标。

廉政教育片里，一个个反面典型，一场场人生遗
憾，一幕幕家庭不幸，让现场的干部家属唏嘘不已。廉
政党课上，县纪委领导苦口婆心，谆谆劝导，提醒干部
家属要加强学习，淡薄名利，勤俭治家。入情入理的讲
解，引得听众频频点头。

专题会结束后，干部家属代表纷纷发表感慨。他
们普遍认识到，好的家风关系到干部、家属、子女的人
格、作风养成，家风正是干部自身廉洁的前提和保证，
家风正党风清，作风良政风淳，家属一定要在树好家风
上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据悉，本次活动由县纪委、县妇联组织。廉洁家风
建设是嘉鱼县第十七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的重要内
容，也是该县今年廉政文化进家庭的重要内容。

双创筑梦想 绿植进万家

走进咸宁职院创新创业基地

王汉桥在全市党办系统工作会议上要求

全面提升干部四种能力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报道：15日，我市召开

全市党委系统办公室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全市党办系统“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
王汉桥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汉桥要求，党办系统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塑造核心品质。要加强调
查研究，带着问题去调研，运用好调研成果，全面提高
参谋服务水平。要把握形势要求，认真抓好机要保密
重点工作落实，切实加强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
作，着力提高备案审查人员的能力。要严格落实新规，
自觉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要求，大力改进文风会风事
风。要严格执行报告和报备纪律，做到令行禁止、照章
办事，对存在应报未报、迟报漏报和报备情况与实际不
符等问题，适时进行通报并追责问责。要深化“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办干部统筹谋划能力、沟通
协调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形成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记者王凡、特约记者汪佳、
通讯员廖添文报道：“感谢党和政府，使
得一家有了奔小康的盼头。”15日，崇阳
县青山镇青山村教育扶贫户吴七星，专
程到崇阳教育精准扶贫办道谢。

金塘镇寒泉村高一学生付苹，家中
贫寒的家境迫使她求学艰难。教育扶贫
给她带来了希望，她由衷感慨：“祖国就
是支柱，要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崇阳把推进教育扶贫作为长期战

略，提高贫困家庭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该县综合施策，多方
联动，加强县级财政资金配套保障，确保
政策落地生根，迎来贫困村民一致点赞。

该县压实主体责任，宣传教育扶贫
有关政策，为每位教育扶贫对象制作精
准扶贫连心卡，各级各类学校利用条幅、
墙报、黑板报、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宣传
教育扶贫相关政策。

对象识别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崇

阳县扶贫办、乡镇精准扶贫工作专班建
立教育扶贫对象档案，落实到校，精准到
人，纸质档案齐全，数据管理规范，并强
化资金配套保障。全县建档立卡3488名
贫困学生，共享受国家资助资金344.6万
元；同时其中629名教育扶贫对象享受县
级叠加扶贫政策。

叠加扶贫政策为：对全县义务教育
阶段的486名教育扶贫对象实行在校免
费就餐及免教辅资料费，共免除资金

117.4万元；对全县普通高中的143名教
育扶贫学生免除学杂费、住宿费和教辅
资料费，共免除资金34.6万元。

“叠加政策红利，极大解决了贫困家
庭学生的经济难题，保障贫困学生的未
来和希望。”崇阳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县级叠加扶贫资金共计152万元暂由
各学校垫付到位，同时部分学校如沙坪
小学、沙坪中学还主动为教育扶贫对象
购买保险、抄本等。

资金使用精准 多重红利叠加

崇阳为贫困学子派发富脑红包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多云天气，这些
光伏电池板都能不断产生电能，带来效
益。”日前，通山县闯王镇刘家岭村四组村
民陈俊武在自家屋顶上说。

作为该镇首批光伏扶贫工程受益者，
陈俊武家的光伏项目去年10月初并网发
电，到今年4月份首次结算电费时，除去
自己用掉的部分，收入就有900多元。

记者来到村组鱼塘边上，只见一块块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整齐排列。“这是我镇
光伏发展的新模式，将渔业和光伏应用结
合起来，既带动水产养殖，又进一步挖掘
光伏应用潜能，实现‘双赢’。”支书陈细庆
介绍，渔光互补项目已将20户贫困户纳
入其中，每户每年可增收2000余元。

近两年来，该镇在全县范围内率先探
索光伏扶贫模式，因地制宜拓宽扶贫路
径，逐步将光伏应用与扶贫开发结合在一

起，增强贫困户“造血”功能。
该镇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以产业融

合为抓手，大力发展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同时，将光伏发电与农业产业有机结
合，先后开发了渔光式、农光式等四种光
伏发电扶贫模式。眼下，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的光伏生态大棚蓝孔雀养殖园项目正
全面施工，建成后年收入可达150万元，
光伏发电年收入将突破18万元。

此外，该镇还专门成立了服务社，与
贫困户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销售合
同，电站日常维护由专业化公司负责，设
施故障由系统供应商提供维修，让贫困户
无后顾之忧。

镇党委书记张凯告诉记者，目前全镇
光伏发电已装机100千瓦，三年内将达到
一个兆瓦，届时可带动300户贫困户脱贫
致富。

见证“阳光”扶贫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伍文俊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何露报
道：近日，咸安区横沟桥镇朝阳社区的矫
正人员余芳（化名）逢人便夸：“‘书记陪访
’活动真是好，切实解决了我家的困难。”

余芳患有腮腺癌，丈夫在服刑，家里
有三个孩子要抚养，生活十分困难。社区

支书谢芝武了解后，向镇党委书记刘琼汇
报，刘琼与民政部门沟通给予其2000元困
难救助，并联系幼儿园减免了孩子学费。

五月中旬以来，该镇不断创新“书记
陪访”举措。针对有合理信访诉求的群
众，各村（社区）支部书记作为第一责任

人，即受即办，在3日内予以答复；针对违
法上访、无理取闹的信访人员，对其劝阻、
批评和教育，力争将治访纳入法治轨道。

对于镇村两级书记陪访后得出的处
理或答复意见不满意的疑难案件，由镇综
治办申请上级复查，7天内给予答复。对

涉法涉诉不同意按法律程序而坚持通过
上访渠道解决问题的特殊对象，由镇党委
书记亲自陪同，协调上级相关单位做好思
想疏导和法律流程的引导，并及时上报。

自“书记陪访”活动开展以来，横沟桥
镇信访“五率”有了明显提高。截止到目
前，共受理信访案件15起，由村（社区）支
部书记办结13起，镇党委书记办结2起，
按期办结率达100%。阳光信访受理案件
1起，目前正在调查取证办理中。

横沟桥镇“书记陪访”化解群众心结

三盛刀锯
试生产

15日，湖北(赤壁)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员工在精心制作环形刀带。该公司位于
赤壁经济开发区中伙光谷产业园，总投资
6000万元，占地面积30亩，是一家集开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刀锯公司。

公司现处于试生产阶段，全部达产
后，年可生产带钢、环形刀带、带锯条5000
吨，约占国内市场70%份额。

记者 袁灿 摄

赤壁天骄商场

突发火灾被控制
本报讯 通讯员李梅森、张冲报道：7日23时27

分，赤壁市天骄购物商场发生火灾，浓烟滚滚，情况十
分危急。赤壁市消防大队闻警后，迅速组织救援力量
赶赴火灾现场控制火情，至8日凌晨5：00将大火完全
扑灭，无人员伤亡。

嘉鱼县公安局

构建立体防控网络
本报讯 通讯员熊潇、吕铁桶报道：“这样监视着

城区的一举一动，想要违法犯罪也没有胆子。”14日，
嘉鱼县政协副主席严嘉芬在视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时说。

在指挥中心，只见11个高清监测显示器，正实时
监控着城区部分车祸多发路段的情况。

近年来，嘉鱼县公安局不断深化对社会治安的严
防、严管、严治、严查措施，将巡逻防控、重点人员管
控、视频监控“三结合”，建设立体治安防控体系。按
照五分钟控制圈的要求，在城区划分8个巡逻防控片，
每片安排警力150人进行全天候巡逻防控。

该局积极整合现有视频监控资源，争取县政府支
持2000万元新建800个高清摄像头，力争实现城区、
乡镇集市主要道路重点场所的视频全覆盖。同时，定
期开展治安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不断推进全县
平安建设。

轻松办税

一、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的含义

纳税申报方式，是指您在发生纳税义
务或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后，在申报
期限内，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纳税的形式，主
要有以下几种：

二、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的法律
依据。

1、《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六条 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
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表，也可以按照规定采取邮寄、数
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上述申报、报送
事项。

2、《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第一款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纳税人
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经税务机关批准，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采取邮寄、数据电
文方式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3、《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
实行定期定额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

实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方式。

三、如何实现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

1、无需审批的纳税申报方式
如果您选择上门（直接）申报。您可

直接持纳税申请表和有关资料，按规定期
限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

2、需核准的纳税申报方式
如果您选择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

或其他方式申报的，需经税务机关核准后
办理各项纳税申报。

邮寄申报
条件 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

范，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经主管税务机关

核准可以采用邮寄申报办法。
程序 在法定的纳税申报期内，按要

求填写各类申报表和纳税资料后，使用统
一规定的纳税申报特快专递专用信封邮
寄，邮政部门应向您开具收据，该收据作
为邮寄申报的凭据，以备查核。

数据电文申报
条件 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

范，在银行开立了税款解缴账户并具备上
网条件，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可以采用数
据电文申报办法。

程序 在法定的纳税申报期限内进
行纳税申报，填报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
报表及其他应报送的资料，把申报数据通
过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等
电子方式报送给主管税务机关，完成纳税
申报过程；主管税务机关以申报接收系统
接收的数据作为您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的
依据，以数据电文申报纳税系统收到申报
数据的时间为实际申报时间。

其他申报方式
条件 实行定期定额的税款征收办

法的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实
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的申报纳税方式。

程序 一是按税务机关核定的税款
按期缴纳入库，已完税凭证代替纳税申
报；二是依照纳税机关核定的税额和核定
的纳税按季、半年、一年申报纳税，具体合
并的期限由省级税务机关结合当地的办
税条件，本着方便纳税人和降低征纳成本
的原则确定。

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是指您有权选择某种方式办理纳税申报。具体来说，
就是可以直接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也可以按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
者其他方式办理申报、报送事项。

纳税申报方式有哪些？

邮寄申报

上门申报

数据电文申报

其它申报方式
简易申报

简并征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家居生活
环境的优化，家居绿植（含室内花木摆设）已成为人们优化
家居、美化庭院、陶冶情操的迫切需求。

家居绿植是人工美化家庭环境，其景观设计、种植养
护技术含量相对较高，而且每个家庭人员的文化背景、职
业状况、兴趣方向、价值取向等各有差异，所以，绿植选择
和搭配的个性化需求强。因此，家居绿植服务可为人们家

居生活环境营造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国家支持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给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2013级园林专业学生易朴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互联网+”给他们了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平台。易朴和园
林园艺专业的几个同学，满怀创新创业的热情，充分利用
各自的优势，组建创新创业团队，于2015年10月注册“咸
宁市金合欢园林有限公司”。他们以“互联网+”的模式，立
足家居绿色生态环境营造，力争打造“有创新、有个性、有
品位、有健康”的家庭绿植管家品牌，让阳光快乐的家庭合
家欢乐。这也是他们取名“金合欢”园林公司的寓意所在。

从去年10月至今，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展近3000
个家庭环艺咨询及养护为主的会员，为21个家庭进行了庭
院景观设计，施工6个；为112户家庭提供环艺设计，施工
89户；网上相关技术咨询近2万人次，配送直销花木1万多
盆，盆景200多盆，网售花木6万多盆，盆景500多盆。经
济收入142万余元。

目前，咸宁市金合欢园林有限公司加大正在投入力
度，建设自己的花木盆景储存基地，开展网络加盟和连锁
花店、花圃，为扩大服务经营范围，开展异地远程网上服务
提供支撑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