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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与服务
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协 办

本报讯 通讯员孙丽、谢晓
蓉报道：为维护中秋、国庆“两
节”期间市场计量秩序，严厉打
击计量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近日，崇阳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辖区内开展“两节”期
间民生计量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以集贸市场、超
市、液化气站、加油站等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为重
点，查看在用计量器具是否执行
强制检定，是否进行强检计量器
具备案，是否超过检定周期，是
否有擅自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伪造数据等违法行为。
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对经营

者宣传计量方面的相关法律法
规，引导经营户落实诚信计量自
我承诺，规范经营者计量行为。
截止目前，共计检查经营户 40
余户，发现3家经营户计量器具
存在问题，对这3家存在问题的
经营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
续跟进，依法查处。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督查

加强计量器具监管

遗失声明
崇阳县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不慎遗失《湖北省河道砂石采运

管理单》一本，编号0590676-0590700，共25份，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9月23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沈二民、黄康
文报道：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
关情。望着昔日满山的荒坡秃岭变成
郁郁葱葱的绿色，湖北香榧裕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夏双良感慨道：“绿水青山
确实是金山银山。”

为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林业产
业的健康发展，崇阳县林业局贯彻落实

“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理念，积极当
好为民服务的“店小二”，专门组织相关
技术人员多次下沉企业，为湖北香榧裕
农业有限公司的香榧种植提供专业指
导，推动香榧经济高质量发展。

香榧属乔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树
种，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香榧树拔地参天，四季常青，树形气势
宏伟，树干竖直挺拔，树叶苍翠欲滴。
香榧果的价格一直为我国坚果之首，
2007-2011 年为 120-150 元/斤，近年
来也是稳中有升，被誉为“摇钱树”。在
浙江诸暨一带流传着“一年种榧收千
年，一代种榧百代享”的农谚。

3年前，湖北香榧裕农业有限公司
将香榧带到崇阳，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
指导，求助乏力。县林业局副局长龚尧
夫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结对帮扶，从
此便与香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香榧
的种植、嫁接、施肥到养护，整个过程他
都倾注了许多心血。特别是今年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他经常下到田间地

头查看香榧的生长状况，并为其引入合
适的生物菌肥进行培植。在种植香榧
的同时，龚尧夫还指导该企业开展林
下种植，在香榧种植基地套种了白芨、
辣椒等作物 300 余亩，力争实现林下
经济多丰收。他为该企业的技术骨干
开展技术培训讲座 10余次，向企业员
工及香榧种植基地附近的老百姓讲述
香榧产业的前景，增强了企业的信心，
也为企业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除此
之外，他还为湖北香榧裕农业有限公
司争取到了符合条件的林业政策奖
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资金
负担。

据夏双良介绍，在县林业局党组的

鼓励、引导和帮助下，香榧种植基地已
发展到万亩规模。目前，已有百余亩香
榧进入采果期，将为企业带来收益。除
香榧坚果生产外，已将香榧酒、香榧油、
香榧面膜等纳入产业规划，计划打造一
条具有崇阳特色的香榧产业链。同时，
依托雨山国家石漠公园的建设，还将形
成“香榧产业链+旅游观光+森林康养”
多产业融合的经济发展新形势，助力全
县乡村振兴和经济建设。

香榧种植基地实施三年以来，崇阳
林业人已在雨山崎岖的道路上来回了
无数次，种植的香榧每一片土地，每一
颗果实里，倾注了为人民服务的淳朴初
心。

一年种榧千年香 一代种榧百代享

崇阳万亩香榧成为群众致富“摇钱树”

9月 1日，崇阳县天城镇松柏村一
排排整齐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在阳光
下泛着银光。这里是崇阳县最早建成
的较大规模光伏发电站之一。近年
来，崇阳县 33个重点村的光伏扶贫电
站陆续开工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遍地
开花。

“这一切离不开崇阳县税务部门
的帮助与支持，从项目落地到发电站
建成发电，县税务部门积极落实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为公司提供一切方便，
支持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开发。”崇阳县
松柏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熊铁牛
如是说。

“保姆式”服务
推动光伏发电助民增收

近年来，崇阳县通过发展光伏发电
照亮了百姓脱贫路，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铜钟乡坳上村曾经是一个地理位
置偏远、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滞后的贫
困村。近年来，该村始终把发展产业作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2017年5月，坳上村在县委办驻村工作
队、供电公司、扶贫办、发改局和税务局
的大力扶助下，投资 100万元，建设了
一座120kw的光伏发电站，并在当月底
并网发电。从此，光伏发电成为该村村
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铜钟乡坳上村党支部副书记沈国
华告诉笔者，村里光伏发电从2017年5
月建设以来，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2万元，有26户贫困户享受分红，其余
的收入用于村级建设和村基础设施建
设。

为了让坳上村光伏发电运行正常，
确保产业收益稳定，县供电公司铜钟电
工组工作人员每年都会定期对光伏板
上的灰尘进行清理，以减少对光照强度
影响，同时还会对光伏发电设备进行全
面维修。

为此，坳上村通过发展光伏发电、
湘莲、中药材等产业，于2017年实现全
村脱贫，现已成为美丽乡村省级试点村
和市级示范村。

据统计，崇阳县先后在桂花泉镇双
港村、高枧乡老胡洞村、铜钟乡坳上村
等 33个偏僻乡村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 1928 千瓦，年上网电量
1487.61 千千瓦时，为贫困户创收
147.68万元。

“一站式”办结
加快光伏发电落地见效

光伏扶贫是国内首创的精准扶贫新
模式，受到省市各级政府部门重视。2016
年，湖北省计划在全省实施光伏扶贫工
程，在建档立卡贫困户屋顶及空闲地安装
光伏系统，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村荒山荒坡
建设光伏电站，发电收益归贫困户。

当崇阳县税务局了解到光伏发电
的重要意义时，当即决定举办全县光伏
发电扶贫项目纳税辅导培训，在培训过
程中，税务局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有关
光伏发电项目涉及的税务登记、纳税申
报、系统操作、发票管理、税收优惠等业
务知识，并对大家提出的涉税疑难问题
给予了耐心解答，培训结束后在办税大
厅设置绿色通道优先统一为企业办理
了税务登记、发票领购和税收优惠备
案。后又考虑到企业地形分散，从业人
员专业知识不足等因素，县局专门抽调
系统股室业务骨干担任专职税收联络
员，主动帮助光伏电站平稳度过开办后
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至此，崇阳县光
伏发电企业在县税务局的优质服务和
大力扶持下冲破艰难险阻，呱呱坠地。

去年7月13日，崇阳县白霓镇大市
村会计王存勇来到办税服务大厅发票

代开窗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
增值税税款及附加税费270.5元。这是
该村脱贫摘帽后实行光伏发电项目村
集体缴纳的第一笔税款。“得益于国家
的好政策，大市村一年一个模样，乡村
美了，产业兴了，村民富了，现在都够得
上‘缴税’了。”全国人大代表、大市村
90后村支书程桔欣喜地说。

“拉网式”走访
助力光伏发电健康成长

税务部门的服务不只是单纯向企
业征收税款，还要不定期向企业宣讲国
家税收新政策，规范税收征管，减少纳
税人信用风险，通过税务部门与企业的
通力合作，将脱贫攻坚真正落到实处。

“根据国家税收政策规定，公司的
增值税率从 17%降为 16%，又从 16%调
整为 13%；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享受
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单位价值
上限，从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疫情
期间，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延
长到去年年底；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元
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一系列政策出台后，
崇阳县税务局天城税务分局的工作人

员就顶着毒辣的太阳，踏上了送税收政
策上门的道路。光伏项目主要在设备
购置环节和发电售电环节产生增值税，
增值税调整后，设备购置环节进项税减
少，发电售电环节，不含税售电价格增
加，从而使项目整体收益率增加。崇阳
县东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岳
辉听完后对税务干部咧着嘴笑着说道：

“虽然我听不太懂这些专业名词，但我
知道国家又出台了好多的利好税收政
策，以后干活就更有劲头了。”

早在光伏发电站创建伊始，崇阳县
税务局就加大了对光伏企业的政策宣
传辅导力度。对国家新出台的税收政
策及时印发宣传册、召开座谈会、下企
业走访和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形
式，严格落实增值税起征点政策、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调整增值税税率、统一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疫情税收减
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等税收优
惠，打好政策落实“组合拳”。崇阳县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庞鹰表示，地方发
展需要企业注入新鲜血液，而企业的发
展也需要地方支持。近年来，光伏发电
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税务系统所要做的，就是持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竭尽所能提供优质服务，不
断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

崇阳税务：点亮光伏产业致富路
通讯员 杨加丽 刘智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敬报道：为
有效提升广大群众防范虚假信息诈骗
意识，全力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高发态势，保护群众财产安全，9月 13
日晚，由崇阳县天城镇人民政府主办，
县公安局、县提琴戏传承发展中心协办
的反诈“大篷车”宣传活动在天城镇环
城村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来自天城派出所的民
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真实案例，向广大人民群众
揭露电信诈骗的方式和手段，与此同
时，派出所民警、辅警联合社区工作人
员以及网格员深入村民家中，手把手
引导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应
用软件，向群众宣传电信诈骗的危害
性，提醒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轻信
来源不明的手机短信，不要点击非法
链接，不要轻易添加微信好友。遇到
类似问题，要先征求家人意见，多与亲

友沟通，必要时及时报警，守住自己的
“钱袋子”。

随后，一场精彩的提琴戏《纸鸳记》
开演，台上演员精彩的演出及诙谐幽默
的唱段，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今年 9 月份为天城镇反
诈宣传月，该镇在全镇 28个村和 11个
社区全面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通过

“大篷车”下基层、各辖区派出所主题
宣讲、设立反电诈宣传点、发放反电诈

宣传单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展，进一步
提升广大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和
能力，帮助群众筑牢防诈、防骗的思想
防线。

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反诈骗“大篷车”亮相崇阳城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吴玲
燕报道：为落实中央“双减”文件
精神，9月 19日，崇阳县教育局
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等职
能部门对全县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集中整治“亮剑”行动，取得了
良好效果。

整治小组共突击检查了 10
家培训机构，关停2家无证无照
机构，关停1家证照齐全违规培
训机构。检查中发现，少数证照
齐全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存在发
布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观念

等违规广告行为，个别机构存在
以艺术培训为由开展学科类培
训现象，整治小组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责令立即整改，并对机构负
责人予以警告。

本次突击检查为崇阳县开
展减轻中小学学生校外培训负
担专项整治行动拉开了序幕。下
一步，县教育局将联合相关职能
部门在节假日就“在职教师违规
补课”、“无证办学”、“违规收费”、

“发布虚假广告”等方面对全县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持续整治。

崇阳关停3家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吴玲燕、张敬
报道：双节临近，在湖北康养缘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位于白霓、金塘等乡镇的药材
基地上，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向基地务工
的工人们发放今年上半年近百万元的薪
资，领到工资的工人们个个喜笑颜开。

在白霓镇杨洪村，湖北康养缘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流转580亩土地，种植黄
精、芍药、金银花等药材，基地每年需要

5000多人次做工，在给当地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一笔
不小的收入。

今年 68岁的吕正良，在基地已经
工作了 3年，以前在外务工的他，因为
年龄偏大，多次被拒。自从康养缘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在家门口建起基地后，他
便在基地上负责日常维护等工作，一年
下来，大概有3万多元的收入。

据了解，湖北康养缘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在崇阳县多个乡镇共建有2480亩
药材基地，种植黄精、射干、白芍、金银
花、藠头和特色水果等，带动农户就业
325户，每年发放劳务用工工资 100多
万元。

公司新品黄精茶、黄精丸、九制黄
精和黄精酒等黄精系列产品已逐步上
市，药膳养生馆和民宿、中药材加工厂

正在建设中，未来的3到5年内，公司计
划分批投资 2000万元，建成以现代生
态农业、乡村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科技
试验推广及培训、中医药康养基地为一
体的集团公司。

湖北康养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胡盛告诉记者，今天看到农户们领
工资的高兴劲儿，也是由衷地高兴，也
希望他们在基地能够挣得更多的收入。

崇阳百万薪资送到群众“家门口”

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光伏发电项目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敬
报道：9月 17日，崇阳县总工会
向 34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金秋
助学金，传递爱心，圆梦起航。

发放仪式上，受助学生代丁
珊表示，要把党和政府的真切关
怀转化为回报社会、建设家乡的
精神动力，不断奋发图强，积极
进取，努力实现人生理想，成长
为栋梁之材，用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对自己的关爱。

据悉“金秋助学”作为县总
工会的一项重要品牌，是关心关
爱困难职工，为困难职工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的重要活动
载体，同时也是县总工会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重要举措。

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
任曾雄介绍，今年以来，县总工
会通过各基层工会组织上报、个
人申请、入户摸底、信息比对、审
核把关等程序，最终确定 34名
符合资助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
作为 2021年“金秋助学”受助对
象，其中帮扶在读大学生27人，
高中生7人，工会筹措帮扶资金
13.45万元。

县总工会发放金秋助学金

帮助34名学子圆上学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沈二
民、通讯员刘琴报道：9月19日，
崇阳县民政局“童伴妈妈”项目
办联合天城镇新塘岭村、蛤蟆石
村开展了“童伴之家金秋联谊户
外欢乐行”关爱留守儿童主题活
动，大家欢聚一堂，与孩子们共
度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在县项目办、蛤蟆石村“童
伴妈妈”周思情、新塘岭村“童伴
妈妈”金辉的组织下，孩子们积
极地和社工们互动，一起参加拔
河、放风筝等游戏；自己动手美
味烧烤、摘板栗，活动现场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活动最后，“童
伴妈妈”还和孩子们共同在童伴
之家手工制作月饼，共同庆祝中
秋节，孩子们稚嫩的脸上也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童伴妈妈”项目是中国扶
贫基金会、湖北省民政厅 2020
年 7月共同在崇阳县实施的关
爱留守儿童项目，项目以“童伴
妈妈”为核心，以“童伴之家”为
平台，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网络，
保障留守儿童权益，呵护儿童身
心健康，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在
同一片蓝天下快乐成长！

县民政局开展“童伴妈妈”行动

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沈二
民、通讯员袁晓阳、刘月琴报道：
为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以
产业带动乡村振兴。9月18日，
白霓镇邀请华农教授专题讲座
中药材种植技术。

专题讲座时，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科技学院教授王学奎教授
从基源植物特征、特性与分布，
黄精种植管理关键技术，采收与
加工以及商品药材质量要求四
个方面对黄精栽培关键技术进
行了培训。从种植环境、土壤管
理、病虫害预防与治疗、灌溉施
肥到后期的加工采收等技术知
识都进行了详细地讲解，同时对
参会者提出的疑问一一作出了
解答，让大家对黄精种植有了一
个更系统地了解，也更及时地解
决了种植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对

今后发展规模化、精细化黄精中
药材产业起到了助推作用。

培训结束后，白霓镇党委书
记谭其军同志对王学奎教授的
精彩授课表达了感谢，并表示通
过此次培训，不仅普及了黄精种
植的基础知识，更是增强了我们
对发展黄精中药材产业的信心，
要求各村会后要积极组织村干
部学习黄精栽培技术，把黄精中
药材种植产业做成白霓镇的特
色产业。

据了解，今年来，白霓镇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多个村已建
成黄精中药材种植基地。目前，
已种植中药材面积 2260亩，今
后规划种植中药材总面积 5337
亩。

该镇全体干部、各村（社区）
支部书记及部分相关企业负责
人参加业务培训。

华农教授深入白霓镇

为村民群众“传经送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