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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展开
野生蘑菇专项检查
本 报 讯 春季是野生蘑菇生
长旺季， 为防止误食有毒野生蘑
菇，保障群众饮食安全，近日，万
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内开
展了野生蘑菇专项检查工作。
该局组织各分局执法人员深
入各农贸市场开展检查。 执法人
员实行“源头”管控，对辖区内农
贸市场、 边远集市等交易场所进
行监管，从“源头”上净化和规范
市场， 杜绝野生蘑菇进入市场交
易。 同时督促各食品经营单位不
得销售野生蘑菇及其制品， 各餐
饮单位和学校食堂、 单位食堂不
得采购、制售野生蘑菇及其制品，
防止引发群体性中毒事件。
该局还积极做好野生蘑菇中
毒防控宣传，通过印发宣传单、制
作宣传栏、悬挂宣传横幅、现场讲
解等多种方式告知经营者和消费
者不买卖野生蘑菇， 提高对野生
蘑菇危险性的认识， 防止发生因
食用野生蘑菇造成食物中毒。
（郭国民 吴加雄）

广丰五都镇拆除
危旧房空心房 102 户
本 报 讯 今年以来，广丰区五
都镇积极推进宅基地管理改革工
作，到目前为止，全镇共拆除危旧
房空心房 102 户 10326 平方米。
据悉，五都镇“发动群众”与
“乡贤带动”相结合，村一级召开
党员大会对宅改工作和政策进行
再宣传。 镇村两级分别召开乡贤
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向乡贤们宣
传宅改工作和“地票”制度推行情
况， 广泛吸纳动员五都商会及五
都籍在外企业家、 乡贤参与“宅
改”。 全镇宅改“朋友圈”越来越
广， 宅改工作获得了越来越多人
的支持和参与, 如双桥村获得群
众支持，推进了西塘底、温山底等
自然村的整自然村空心房拆除工
作。 在“地票”制度具体实施过程
中，坚持“两发三不发”原则，进一
步规范“地票”发放，让越来越多
的人享受到了宅改释放的土地红
利， 当地广大农民群众获得感也
进一步增强。 （刘仁和 林邦松）

我市展开 2019 年
退休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本 报 讯（记者 刘 小 国）近日，市
社保局下发《关于 2019 年领取养老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通知》(饶
社险发 〔2019〕4 号)， 标志着我市
2019 年退休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工作全面展开。
据了解， 此次认证人员范围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办理退休

手续， 按月领取城镇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认证时间
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离退休人员在上述任意时间均可进
行认证。
据悉， 今年认证形式以微信自
助认证为主，其他认证为辅。 只要有
安装了微信的手机， 即可为本人或

我市两家工程研究中心
获省级认定
本报讯 近日， 上饶经开区两家
工程研究中心获得省级认定， 分别
为腾勒动力有限公司的汽车动力总
成工程研究中心和凤凰光学的光电
影像工程研究中心。
腾勒动力十分重视研发， 拥有
一支来自国内外一流整车及零部件
公司的专业管理与技术团队。 秉持
“高性能、小排量、节能环保”的产品

理念，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为途径， 瞄准国际先进的发动机技
术、新能源动力总成技术，突出后发
优势， 通过与德国马勒等公司开展
广泛合作、 协同创新， 打造优质产
品。 汽车动力总成工程研究中心作
为“科技+标准”的研发平台、资源载
体， 整合集成了公司的科技创新资
源，突破和缩短科技成果转化时间。

凤凰光学专利持有水平业内领
先， 镜头研发部致力于可见光及红
外光学镜头研发， 其中光学部品加
工、 金属部品加工具备了业内顶尖
水平，是行业能力的标杆，组装检测
和研发设计能力取得了众多跨国公
司和行业顶尖公司的认可。
（张东红）

博士为小学生上本土植物课
这所学校的活动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本 报 讯 3 月 12 日，婺源县紫阳
第六小学开展别样多彩的探寻校园
植物活动， 让学生们在大探秘过程
中学会观察、学会发现，逐步树立热
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当日下午，六年级学生在报告厅
上了一堂特别的课——
—《博士进校
园——
—紫阳六小校园植物科学分享
会》。 来自林奈实验室的刘博士以
“
认
识身边的花草树木”为主题，向同学们
介绍了植物的概念、植物的器官、植物
的分类和植物的命名。接着，老师重点
讲解了以
“
婺源”命名的特有植物——
—
婺源安息香、婺源凤仙花，以及棕色树
叶的金线莲，首次在江西境内发现、长
在树上的短距槽舌兰等婺源珍稀植
物。还有藠（jiào）头、艾草、猕猴桃等婺
源常见乡土植物，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学生们纷纷感叹，想不到这么多有趣
的植物就在我们身边。随后，大家移步
室外，在如画春光中，在老师的讲解

姚大荣：助力新时代税收事业稳步发展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饶市
税务局征管科科长姚大荣，他用一颗
“攻坚克难”的决绝之心，先后打赢了
业务整合、管户调整、金三并库“三大
征管主攻仗”， 助力国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平稳落地，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
收事业稳步发展。
2018 年 3 月，国、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大量的业务整合、管户调整工
作落在了征管科。 姚大荣勇挑重担，
针对此前存在的纳税人交叉管理导
致的“多头找、 多头跑”“注销难”问
题，第一时间组织调研活动，制定出
台业务细化操作指南，同时深入各单
位特别是中心城区各税务机构，了解
地域重叠、边界插花现状，梳理交叉
管户存在类型。 姚大荣介绍，他们的

他人认证。 不会使用微信的退休人
员可由亲友、 邻居或社区工作人员
协助认证。 如存在特殊情况，可联系
退休所在地社保局，预约上门认证。
逾期未认证的，将于 2020 年 1 月起
暂停发放其养老金，待其补认证后，
从认证成功的次月起恢复待遇，并
补发中断期间的待遇。

主要工作是征收系统管理跟征收服
务管理，比如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一些
指挥，征管范围的一些划分，类似于
一个基层技术维护工。
到目前为止，全市有 48000 户管
户交叉， 中心城区有 2400 余户交叉
管户。 通过交叉管户调整，一个纳税
人对应一个主管税务机关， 入一个
库。 一个主管税务机关、 一个大厅、
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税费的各项业务，
解决了纳税人普遍感觉到的“多头
找、多头跑”的“痛点”“堵点”问题。
辛劳的付出换来满满的荣誉。姚
大荣累计八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荣
立过个人三等功，荣获了上饶市五一
劳动奖章、全市税务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征管科连续两

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记者 王调翁）

劳模美
劳动美
工匠美

下，同学们通过一花一叶，沉浸在校园
植物的世界， 在美丽的校园里流连忘
返。 （江桂仁 单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