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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上午，丹灶镇

委副书记冼增强、镇委委员

麦汝辉带队前往三水区西

南街道江根村开展“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观摩交流活

动，进一步激发基层党组织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的

活力，拓展工作思路。联

沙、新安、罗行、西城、良登、

仙岗等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组织委员及经济社党支

部书记等参加活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麦月明 郑婉瑶 摄影报

道）5月4日，丹灶税务分局组织

税务青年干部开展“青年助企向未

来”税收宣传活动，并启动“税企青

联服务站”，通过聚青年之智，进一

步推动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确保退税减税政策落地生

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精准辅导解难题
助力企业享红利

4月1日起，大规模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落地生效。丹灶

税务分局结合“我为纳税人缴费

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开展税费政策宣传和走访

问需问计活动，落细落实“一企

一策”精准服务。

当天，丹灶税务分局青年干

部走进深圳徐工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和广东昊海重工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重

工”），“心连心”主动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面对面”向企业宣

讲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一对

一”解答涉税疑惑，“手把手”帮

助疏通办税缴费堵点，同时积极

收集企业反馈的“金点子”。

“近年来，受疫情和国际环

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的经

营存在一定压力，但国家税费优

惠政策的利好消息一再释放，有

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进一

步增强了我们的经营信心。”昊

海重工总经理林华胜说。

税企联合显力度
暖心服务有温度

当天，丹灶税务分局和企业

还共同启动了“税企青联服务

站”，为企业和税务部门青年干

部搭建起“互联互助、共享共建”

的桥梁。税企双方将组建联络

员队伍，打造线上线下服务全阵

地，持续开展系列助企行动和联

合志愿服务活动。

会上，参会的税企青年代表

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税务

部门就企业关注的税收热点、难

点问题进行了宣传和辅导。

“对我们企业而言，往后如

遇到涉税疑难，也将有更加便捷

的咨询和反馈渠道。”徐工实业

财务人员说。

据了解，建立“税企青联服

务站”是丹灶税务分局今年构建

“立体枫桥”税务分局的有力措

施之一。该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税务青年干部们将在

“干多干好干出彩”绩效文化的

引领下，通过“服务站”更深入地

了解和掌握辖区企业的生产经

营状况和服务需求，密切跟踪税

费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与成效，更

好地发挥税务部门职能作用。

党领群英强队伍
真诚为民办实事

青春心向党，聚力新征程。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丹灶税务分局始

终坚持党建引领，注重引导青年

税务干部强信念、践使命，鼓励

青年干部建功立业。

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出台后，丹灶税务分局充分

发挥青年干部“强攻手”“主力

军”的作用，迅速组建“税青服务

先锋队”开展系列惠企助企活

动，持续完善税费优惠政策直达

快享机制。通过充分利用“税收

大数据”分析匹配，加强政策解

读和宣传，提供精准化税务服

务，帮助企业算好退税账，确保

企业应享尽享，“税务蓝+志愿

红”为企业发展赋能添力，助企

业焕发生机。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的出台和落地具有重大意义。”

丹灶税务分局青年干部邱欣怡

表示，作为新时代税务青年，她

将为“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注入青春

力量，通过在线辅导、线下座谈

等方式，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

市场主体稳定发展。

据了解，丹灶税务分局根据

纳税人的行业类型等分类组建

了18个“彩虹服务”网格群组，覆

盖纳税人超3300户次，精准推

送税费政策和辅导超450次。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丹宣 摄影报道）广东省

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提醒，预计

10日夜间到13日，佛山市将持

续多日有暴雨或大暴雨。此次

强降雨过程为今年入汛以来最

强降雨，或致西、北江出现今年首

场规模洪水。5月9日下午，丹灶

镇银河电排站工作人员集体到

岗，巡查泵站、检查河涌水利防范

措施等，全面落实防汛预案和各

项措施，加强巡逻检查，抓紧补缺

补差，确保汛期安全。

工作人员全面查看了站内

各防汛重点区域，并制定了24小

时值班制度，由工作人员轮值在

岗全方位跟进夜间重点区域安

全隐患排查情况，加强防范排查，

对防汛重要部位、风险区域和薄

弱环节进行自查，发现问题隐患

及时处理解决。

“当内江水位检测超过1米

时，工作人员将采取开泵排水，避

免下游内涝的情况发生。”丹灶镇

银河电排站站长黎永铜介绍，日

常情况下，内江水位保持为0.8-

0.9米水位，保障有为水道的河道

水源充足，若进入汛期则需要实

时监控，控制水位涨幅情况。

丹灶镇银河电排站安装了4

台 1800ZXB- 2.7 型斜式轴流

泵，配套4台10KV同步电动机，

排水流量为49.04立方米/秒，是

以往排水量的3倍，水闸设计流

量为75立方米/秒，有效提高了

蚬壳大有围片的排涝能力，改善

周边水环境和生态环境。

该电排站还配备垃圾回收

处理设备，排水过程中过滤回收

江中杂草、树枝等物品，避免排涝

水流堵塞。期间，工作人员将加

强河湖管理和水库管护。

接下来，丹灶镇三防办将执

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联合成

员单位对镇内各个泵站进行逐

项检查，严格按照镇防汛指挥部

汛前准备工作的要求抓好落实，

按照“上下基本对应的要求”，压

实工作责任，排查防汛安全隐患，

确保各项防汛抗旱工作有序有

力的开展，确保突发灾害时有序

高效实施救援和救助。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杜国盛 摄影报道）5月9

日下午，丹灶镇召开三防工作会

议暨三防业务知识培训班，提升

三防责任人业务知识和履职能

力。丹灶镇委委员、副镇长冯世

荣，镇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

村（社区）、经济社三防责任人参

加培训。

会议在丹灶镇政府设置主

会场，各村（社区）以视频形式设

置分会场，同步收听收看会议内

容，约250人参加了培训。

会上，冯世荣回顾了2021

年丹灶镇的三防工作，并分析了

下阶段气候和水情，同时部署了

丹灶镇下阶段的三防工作任务，

确保安全度汛，以保障三防形势

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提高三防责任

意识，进一步落实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核心的各项三防责任制；

要加强三防风险隐患排查，组织

单位工作人员对重点区域进行

一次全面检查，形成基本的三防

风险点台账数据；要加强防御措

施落实，相关单位要制定预案和

落实防御措施应对暴雨天气；要

加强三防部门联动，确保信息传

递畅通；要加强应急抢险队伍建

设，完善相关设备设施配置，切实

为抢险救援提供强力保障。

本次培训邀请了佛山市应

急管理局四级调研员陈冬喜进

行授课，培训内容以丹灶镇基层

三防工作为题，结合实战案例，从

三防标准化建设、信息报送等方

面进行延伸讲解，帮助培训人员

更深入了解三防业务知识，增强

三防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提升镇

三防应急管理水平。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清楚把

握三防工作新形势，充分认识培训

的重要性，做到早谋划、早排查、早

落实；要清晰自身角色定位，认真

对待本次培训的学习机会，明确责

任分工，以确保三防各项工作的落

实到位；要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

识融入实际工作中去，进一步提

升各项工作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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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团队到三水区西南街道江根村的季章书舍走访学习。

■丹灶税务分局青年进企业宣传税费政策。

实地走访后，丹灶观摩团在

江根村红色驿站开展座谈交流，

向兄弟镇村取经。

“如何破解‘政府干，群众

看’的问题，是我们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提速增效的关键，请问江

根村有何良方？”丹灶镇委委员

麦汝辉首先抛出了大家关心的

话题。

“从2018年开始，江根村推

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升级村党群

服务中心和改造村民小组党群服

务站，通过配强‘头雁’和深入开展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工作，充分调

动党员先锋作用，并深入推进

‘134’基层治理新模式，即党建引

领、三治融合、四会联动，激活家乡

建设委员会、乡贤慈善会、村民议

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西

南街道党建办负责人介绍。

“如何将重要事权清单的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和股份章程，发

挥经济社党支部决策把关作用

呢？”丹灶镇党建办主任陈敏然

问道。“我们在不打乱村原有章

程的基础上，采用附则的形式规

范议事流程。”西南街道党建办

负责人解释。

“在党员管理方面，如何做实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挖掘、培育和

管理好党员呢？”西城社区党委书

记谭国樑提出疑问。“我们主要通

过五步走，科学设岗、自愿领岗、

培训上岗、公示明岗、定期评岗，

结合村的实际情况而推进。”江根

村党委书记陆耀时回应，“身份亮

起来了，党员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增强，有助于团结力量。”

“在产业振兴方面，如何挖

掘本村特色资源，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罗行社区党

委书记杜瑞泉提问道。“江根村

是借助天然的生态环境优势，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能引进工

业企业，希望逐步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陆耀时说。

“良登村与江根村同样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

置，接下来，良登村计划对村容

村貌再提升，利用村内丰富的人

文资源，加强山岗的建设改造，

进而引进相关农业项目提高经

济收益。”良登村党总支部书记

罗标英介绍。

“路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

不能放弃产业，环境也要跟上。”

冼增强表示，乡村要振兴，干部一

线倾，通过镇村社三级共同推动，

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提高村民主

人翁意识，确保“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

凝聚合力让丹灶在党建引领下

的美丽风景变“美丽经济”。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杜嘉雯

/ 走访观摩 /
拓展抓党建
促振兴思路

当天，观摩团队首站到江

根村的季章书舍实地走访学

习。该书舍曾为村中的“生产

队”队部，现改造成江根村党群

服务站，详细记录展示着江根

村的来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经验做法以及成果等。

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观摩团深入参观了江根村的岁

松陆公祠、十一巷、昆都山、江

根古井、思贤阁、古树广场等独

具本土风情且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村景。

“十一巷通过微改造工程，

融合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地进

行墙体绘画和四小园建设，这

做法我们也在大力推广。”“利

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建设思贤

阁，不仅可以打造村民休闲阵

地，又可以吸引游客，带动文旅

产业发展，一举两得。”观摩团

纷纷为江根村的优美环境、特

色建筑、有序管理点赞。

/ 思想交流 / 激发抓党建促振兴发展活力

■丹灶镇银河电排站安装了4台1800ZXB-2.7型斜式轴流泵。

■丹灶开展三防业务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