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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时

节， 万年县城阜

一居民楼楼顶的

“空中花园 ” 繁

花似锦， 成为一

道独特的风景 。

“空中花园 ” 由

江西水泥厂退休

工人方万平在自

家楼面精心打造

而成 ， 占地

400

多平方米， 摆放

了

500

多 盆 花

卉。

赵德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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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建设美丽宜居三清

山、打造高品质的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以“ 三清理”

“ 三治理”“ 三洁净”为重点，大力实

施人居环境“ 洁净工程”。

开展危房旱厕、 污水淤泥、垃

圾粪污“ 三清理”，村庄更卫生。 风

景区组织党员干部和保洁人员，对

16

个行政村环境进行全面清理 ，

做到屋前屋后无卫生死角，并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农户对猪、牛、羊、

鸡、鸭等进行规范圈养。 大力推动

农村厕所革命，全面拆除农村旱厕

和无保护利用价值的危旧房等废

旧建筑，进一步改善了村容村貌。

推进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贴

乱挂“ 三治理”，村庄更井然。 风景区

加大村镇规划编制力度，将农民建房

统一纳入村庄规划；拆除村内侵路占

道的乱搭乱建，全面规范农民建房，

严格执行“ 一户一宅”“ 建新必须拆

旧”“ 面积法定”等建房规定和“ 五到

场一公示”制度，实现了辖区农村违

章建房零增长。组织交警、环保、执法

大队等部门开展车辆乱停乱放专项

整治，保证村庄道路的通畅。

确保房前屋后、大街小巷、公共

区域“ 三洁净”，村庄更宜居。 为营造

和谐、优美的生活环境，风景区积极

宣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人居环

境“ 洁净工程”，大力推动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措施确保日产日清， 并着

力强化广场、公园、绿化区域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保洁。 现在，村庄房前屋

后更整洁了， 人们脸上的笑容也更

灿烂了。 （ 时雨 缪刚 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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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余干县生态食品产业

园江西湖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 十几条生产线正快速运

转。“ 我对今年公司的发展很有信

心，有了税收政策的精准‘ 滴灌’，

肯定能迎来大丰收。 ”该公司财务

经理胡凯建信心满满地说。

信心何来？ 这还得从一条退税

到账信息说起。

2022

年

3

月，胡凯

建收到一条“

2022

年

3

月出口退税

1490142.64

元”到账的信息。胡凯建

粗略算了下：公司

2019

年收到退税

红包

27

万元，

2020

年收到退税红

包

721

万元，

2021

年收到退税红包

1393

万元。

胡凯建说， 现在国家为了支持

我们企业生产， 真是满满的力度与

诚意，让我们企业发展底气足。这实

打实的优惠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希

望。

3

年来，我们公司的销售收入从

2019

年的

404.3

万元到

2020

年的

6145.7

万 元 ， 再 到

2021

年 的

13403.5

万元，实现了

百万、千万、亿三个量

级的跨越。 他告诉笔

者：“

3

年前办理第一

笔出口退税时，拿着一叠资料，跑几

个地方，找这个签字、找那个盖章，

有时碰到签字的人有事外出， 还要

在那等，不仅脚累，心也累。 ”

“ 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在网上

提交申请、上传相关资料，就什么都

不用管了。 ”作为财务负责人，胡凯

建感受到了税务部门办理退税的

“ 减负提速”———

2022

年

3

月，从网

上发起退税申请到退税到账， 仅仅

一个星期左右，退税就能到账。“ 从

收购到出口，回款的过程一般在

20

天左右。 而快速到账的退税有力保

障了企业运营的现金流。 ”公司负责

人胡林华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余干

在政策落实、税收优惠、优化退税

流程等方面下功夫， 优化审批流

程，让税收红利反哺企业，使政策

效应与企业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

格局，助推县域企业高质量发展。

（ 韩海建）

税惠“春雨”润企业

三清山整治人居环境扮靓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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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三月十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３６

—

０００６

邮发代号：

４３

—

８

第

13521

期

今日

8

版

SHANGRAO RIBAO

上饶新闻网：

http://www.srxww.com

中共上饶市委机关报 上饶日报社出版

追 求 有 品 质 的 新 闻

上饶日报官方微信

扫一扫 加关注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4

月

13

日，市委常委会（ 扩

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江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云主持。邱向军、杨文英、俞健等市

四套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上饶经

开区主要领导出席。

会议指出，李克强总理到上饶考察调研，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上饶发展的关心重视，对老区人民的深

情厚意。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江西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 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

一定赢”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乘势而为、

勇毅前行，全面形成“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干部创先”的

生动局面，加快推动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要感恩奋进，加快振兴“ 一座城”。 要用情

感悟总理的关心关爱关怀，将之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热情，

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奋力开创新时代“ 第一等的

工作”；要用心领会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机遇意识，

紧跟政策走向，做到动作快、对接准、措施实；要用力落实

总理的重要指示要求，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绩回报

党中央、国务院对上饶的深情大爱。

会议强调，要牢记使命，全市上下“ 一条心”。 要在对党

忠诚中坚守一条心，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

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努

力把上饶打造成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最讲担当

的地方；要在服务大局中坚守一条心，按照“ 凡是长三角能

做到的、上饶都要做到”的要求，深入推进发展和改革“ 双一

号工程”，持续完善自然人全生命周期“ 一件事”集成改革，积

极推进法人全生命周期“ 一件事”集成改革，以更加精准高

效的政务服务稳住企业、稳住市场、稳住预期；要在攻坚克

难中坚守一条心，大力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始终保持攻

坚克难、 锐意进取的精气神，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会议强调，要敢于担当，持续发力“ 一起拼”。 要拼出

高质量，聚焦“ 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定位，紧扣“ 五打

造、一示范”的要求，着力升级产业存量、做优经济增量、

刷新区域总量、提质人均平量、增进生态容量、管控风险

变量；要拼出加速度，牢牢把握“ 稳住、进好、调优”经济工

作思路，切实加快发展步伐，全力稳住经济大盘；要拼出

硬作风，保持昂扬向上、富有激情的工作状态，坚持“ 马上

办、办上马”，以一流的作风创造一流的业绩。

会议强调，要奋勇向前，真抓实干“ 一定赢”。 要担责任

干事，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切实担负起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抓紧抓实巡视整改、环保整改、统计整改、

审计整改、粮食安全等政治任务，全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要用业绩说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

远、 固根本的事情，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实

绩；要让群众满意，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扎实做好稳就

业、保民生的工作，深入开展“ 党建

+

网格

+

微小事”等工作，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在江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 云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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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讯 老山新茶绿 ，垄

上飘清香。 走进广丰区东阳乡

龙溪村安山茶园基地， 只见一

垄垄葱郁的茶树从山脚盘旋而

上，又从山顶蜿蜒而下。

40

余

名茶农穿梭于簇簇新绿的茶树

间，十指翻飞采撷嫩芽。

“ 以前，这是一片荒山。 现在

您瞧，绿满山坡！ ”管刚烈是龙溪

村的村民，也是这片茶园的负责

人。

2013

年，他流转了

200

余亩

荒山改为茶园。 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茶叶销往浙江、福建等地，每

年销售额可达

70

余万元。

点绿成“ 金”，美了环境富

了村民。“ 我一天能采摘八到十

斤， 一天下来也有近百元的收

入，工资还是现结的。 ”今年

72

岁的祝美华是一名茶农， 从

3

月初开始， 她就在安山茶园基

地采茶芽， 然后送往制茶厂进

行加工。“ 采茶纯靠人工，这里

劳作的都是附近村民。 ”管刚烈

指着隐没在茶园里的茶农介

绍， 通常采茶期为每年的

3

月

到

10

月，高峰的时候一天要雇

上百人劳作， 一年支付的劳务

费就达

30

万元。“ 像我这样的

老太婆， 一年在这里也能赚个

万把块，够自己开销的！ ”祝美

华接过话茬，很是自豪。

东 阳 乡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5.47%

，山水田园景色优美，近

年来，该乡积极践行“ 两山”理

念，致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打造

了蓝莓、猕猴桃、马家柚、覆盆

子、茶叶等

2000

余亩特色产业

基地，通过举办“ 赣浙边际蓝莓

文化交流节”“ 赣浙边界农民丰

收节” 等活动， 大力发展采摘

游、休闲观光游。

“ 蓝莓成了我们东阳乡的

一张文旅招牌。”龙溪村的祝献

海是东阳乡最早的蓝莓种植大

户，在他的带领下，目前，全乡

蓝莓种植规模已达

900

余亩。

松土、锄草、追加叶面肥，清淤

村的种植大户管宝良这些天都

“ 泡”在山上。 他种的是带“ 刺”

的果子———覆盆子。“ 现在是开

花授粉的关键期 ， 施肥要跟

上。”面对满山如星星般的白色

小花， 管宝良豪情满满，“ 一朵

花来一枚果，这满山的野果子，

能食用、能入药，俏得很呢。 ”

(

徐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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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4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让海南成为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4

月

10

日至

13

日， 习近平在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

省长冯飞陪同下，先后来到三亚、五指山、儋州等地，深入

科研单位、国家公园、黎族村寨、港口码头等进行调研。

10

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

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 习近平听取了科技城规划

建设和实验室总体情况介绍， 察看了实验室搭建平台支持

种业创新成果展示，对海南省探索农业科技创新模式、支撑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 习近平先后走进大型

仪器公共服务中心、精准分子设计育种中心，同科研人员深

入交流。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要继承和发扬老一

辈农业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拿出十

年磨一剑的劲头，勇攀农业科技高峰。

随后，习近平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了

解海洋观测设备与信息服务系统研发应用情况，连线“ 深

海一号”作业平台。 前方工作人员向总书记汇报了一线工

作情况。 习近平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 嘱咐他们注意安

全、保重身体。 习近平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

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备制造

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装备开发油气资

源，提高能源自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考察途中，习近平下车察看沿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并为他在

12

年前种下的一棵不老松施肥浇水。 习近平叮

嘱当地负责同志加强陆海统筹， 把生态保护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海南省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试点实行离岛免税政策。

11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三亚国际免税城，实地了解离岛免

税政策落地实施等情况。习近平指出，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造良

好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以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吸引消费

者，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更大贡献。

11

日下午， 习近平到海南岛中南部的五指山市考察

调研。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

之一。 习近平深入五指山片区，沿木栈道步行察看公园生

态环境，不时停下脚步，询问树木生长、水源涵养、动植物

资源保护等情况。 他指出，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

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

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水满乡毛纳村是五指山市一个黎族村寨， 近年来积

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村里调研，沿村道边走边看。 黎族村民王柏和一家

热情将总书记迎进家里。 习近平察看院落、客厅、卧室等，

在手工茶坊参与炒茶劳动，并买下两袋茶叶。 习近平勉励

他们把茶叶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在村寨凉亭内，习近平同驻村第一书记、乡镇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村支部书记、老党员、致富带头人代表等

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 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关键靠人。 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

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

学生、 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

业。 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

习近平沿长廊察看黎族特色农产品和黎锦、 藤编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广场上，歌声悠扬、鼓乐齐奏，村民

们跳起竹竿舞迎接远方的客人。 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

很高兴来看望黎族乡亲们，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生活，我感

到很欣慰。 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还要继续奔向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乡村振兴要

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 继续做强做大有

机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解 放 思 想 开 拓 创 新 团 结 奋 斗 攻 坚 克 难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浙江

省舟山市定海区新建社区考察，来到开办农家

乐的村民袁其忠家。 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

袁其忠。

【情景回放】

傍晚时分，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袁其忠的

农家乐小院，察看院落、客厅、餐厅。“ 农家乐

开了多久？”“ 平常客人多不多？”“ 收入多少？”

总书记一边参观一边兴致勃勃地了解情况。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同袁其忠一家人和村民

代表围坐一起，促膝交谈。 大家争相向总书记介

绍当地利用自然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

的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听后表示，这里是一个天

然大氧吧，是“ 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道理。他说，我在浙江工作时说“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

【袁其忠心声】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年过去了，总

书记的话时刻在我耳边回响。这些年，我们就是

奔着这个干，生活迎来了好光景。

如今，我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媳都成了农家

乐里的固定员工，生意很红火，家家都买了新车。

口袋鼓起来了，我给小院翻了新，室内用餐的面

积也扩大了，还统一了餐具、改建了卫生间。

不光我家， 左邻右舍好多都开起了民宿

和农家乐，年纪大的妇女在村里当服务员，一

个月也有

3000

多元收入呢。

日子一天天变好，村里也变了。以前泥泞的

小路铺上了石板， 水塘里种上了净化水质的植

物，垃圾不落地分类处理，还建起了公共厕所和

停车场， 村民的卫生意识提高了……游客说我

们这儿比城市还干净咧！

山美水美，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美。村里的

文化节目越来越多，新建了文化大礼堂，渔民

画、石头画成了村里的特色，我们村在外面的

名声也越叫越响。

这不就是总书记鼓励我们发展的“ 美丽

经济”吗？

我盼望总书记再来我们家坐坐， 看看这

里的新变化！我真想对总书记说：“ 听您的话，

奔着‘ 美丽经济’，我们越干越有劲儿！ ”

（ 新华社杭州

4

月

12

日电）

“

奔

着

‘

美

丽

经

济

’

，

我

们

越

干

越

有

劲

儿

！

”

新

华

社

记

者

黄

筱

空中

花园

广丰发展特色种植点绿成“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