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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11

月

13

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按照上级有关部署和要求， 全市上

下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聚焦“为民服务解难题”，

找差距、抓落实，并出台了《上饶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32

条政策措施》（以下简称“降成本

32

条新政”）， 进一步增强我市实体

经济信心，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我市前期已分两批次出台了

129

条政策措施，但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用气、用电、物流等生产

要素成本依然偏高等问题依然存

在，影响了我市的营商环境。 此次出

台的“降成本

32

条新政”，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企业发展诉求，进一步降

低企业税费、用能、物流、融资、用

工、制度性交易等成本，有利于提振

企业家信心和发展预期， 促进我市

实体经济发展，构建我市“四最”营

商环境。 围绕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

低企业用能成本、 降低企业物流成

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用

工成本、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等六个方面，制定

32

条具体措施。

“降成本

32

条新政”聚焦全市营

商环境突出问题和企业经营过程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 针对企业反映的

电价高、用气贵、融资难、物流成本

高等问题，提出具体解决举措，降价

措施明确了具体降幅比例或降低金

额； 压缩时间明确了具体压缩天数

或小时，使政策可操作、易落地，精

准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涵盖了降低

税费负担、用能、物流、融资、用工、

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6

个方面，涉及企

业从开办、生产、经营、管理等全过

程，政策惠及面较广，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

获得感。

本报讯

（

易惠华 许瑾

记者

刘

小国

）为落实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取

得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果， 上饶市税

务局

10

月中下旬开展了以“夯基础，

立规范，防风险，促落实”为主题的

强基固本解剖式调研活动， 着力解

决基础工作不牢、任务落实不力、监

督管理不严、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

巩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成果， 确保

减税降费在我市落地生根。

市税务局领导分别带队， 抽调

了

142

名业务骨干， 组成

14

个调研

组，对所有县（市、区）局工作开展蹲

点调研督导， 并兼顾好当前的主题

教育指导、 常规政治巡察以及强基

固本调研三项重点工作， 切实为基

层减负。

市局制定了清单查找差距，分

税收执法类、行政管理类、财务管理

类，确定工作要求清单及督查指引，

明确调研方式和需要查看的资料、

数据等，并对调研人员进行培训，真

正把差距找准找实。 调研中，共发现

各类问题

1148

个， 其中执法类

643

个、行政类

371

个、财务类

134

个，已

整改问题

456

个，其他问题均在立行

立改当中。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调

研组及被调研单位提出意见建议

347

个，建章立制

22

个。

同时， 该局切实抓好调研成果

的转化， 谋求下一步规范提升的工

作思路， 根据梳理出来的重点风险

或基础问题或进一步强化管理夯实

基础， 或建章立制形成整改的长效

机制， 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

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讯

（

吴超伟

记者

王调翁

）

日前记者从市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

象专项整治工作小组了解到， 由市

住建局牵头，联合市发改委、市市管

局、市公安局、市银保分局、市委网

信办等部门， 对全市范围内住房租

赁中介机构乱象进行专项整治，纠

正和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违规

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

承租人等突出问题， 坚决取缔一批

“黑中介”， 整顿和规范住房租赁市

场秩序， 保护住房租赁活动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该工作小组有关人员介绍，此次

整治对象主要是从事住房租赁居间业

务和托管业务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与从

事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住房租赁企

业，采取企业自查、全面检查与重点检

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与网上监督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查处发布虚假租

赁房源信息；哄抬房租，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 或与相关单位串通操纵市场租

金价格； 出租或代理不符合出租条件

的房屋； 无照或未备案经营的“黑中

介”行为；租赁合同设置强制条款、霸

王条款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违规

收费、恶意克扣租金和押金、恶意不予

办理退租；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

或采取堵锁眼、恶意不予办理退租；辱

骂骚扰、言语恐吓等行为驱逐承租人、

强行收取各类费用等侵害群众利益；

协助租赁当事人规避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等内容。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今年下

半年以来，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少雨

天气，日蒸发量大。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未来一周我市仍无大范围明显降

水，部分地区已出现轻度干旱，后期可

能有伏旱发生。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

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地采取各种

有效举措，做好当前抗旱工作。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 全市

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抗旱

责任制， 充分认识后期防旱抗旱形

势，要立足抗长旱、抗大旱，广泛动

员，全力以赴，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工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坚持以人为

本，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各地要迅速

投入力量， 抓紧对前期水毁水利工

程进行修复， 增强工程防汛抗旱能

力。 要按照轻重缓急抓紧修复水毁

工程。 特别是加快对河坝、渠道、渡

槽等灌溉工程和人饮设施的修复，

确保群众生活生产用水需要。 各地

要在确保水库等水利工程防汛安全

的前提下，科学蓄水保水，按正常蓄

水位上限控制，尽可能多蓄水，为后

期抗旱提供基础水量。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强调， 全市

各地要加强蓄水、需水分析，科学制

定阶段供水方案； 要科学配置水资

源，做到计划用水、合理配水、节约

用水；要加强灌溉指导，防止跑冒滴

漏和浪费水源现象， 提高水源利用

效率；要规范用水秩序，积极协调处

理各类用水矛盾，严防争水、堵水、

抢水事件发生；加强依法管水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用水设施、 扰乱

用水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各地要

加强已有抗旱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抗

旱渠道的修复，抓紧开展渠道清淤、

疏浚和清障， 增强应急抗旱保障能

力；各地抗旱服务组织要提前动员，

到岗到位， 适时开展抗旱应急服务

和人工增雨作业； 对于已建设完成

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要及时组织

验收并投入运行， 确保抗旱效益充

分发挥。 各地要加强水情、农情、墒

情、旱情监测，强化会商研判，准确

把握旱情发生发展情况， 同时认真

做好相关旱情信息上报工作。

本报讯

（

韩冷

记者

吴淑兰

）

11

月

5

日，市城投集团公司党委组

织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交流

会， 第一时间对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进行传达学习。

会议指出， 十九届四中全会

重点研究了推进我国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问

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集

团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

四中全会的精神实质， 结合中心

工作， 在四中全会精神中汲取养

分、查找不足，用四中全会精神武

装头脑，坚持改革创新，通过创新

解难题、创新谋发展，为转型升级

注入强劲动力， 更好服务于集团

强企兴企征程。

自

11

月

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会议公报发布以来， 该集团

各个党支部（含党总支）通过集中

学习、 召开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学

习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议公报，学

习讨论氛围持续高涨， 干部职工

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在“学思践悟”上下

功夫， 以全会精神为引领， 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要求，坚持制度立企、制度管企、

制度兴企， 持续健全完善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 运用制度规范企业

各项工作、推动改革发展、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推进城投高质量发

展，奋力迈出“决胜全面小康、打

造大美上饶”的坚实步伐。

本报讯

（特约记者

王义东

）

11

月

11

日上午， 玉山县残疾人就

业创业实用技术培训举行开班仪

式。 参培学员来自各乡镇新招聘

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和

2019

年到龄

更换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共

50

多

名，培训为期

7

天。

据悉， 此次培训以促进残疾

人稳定就业为目标， 有效提升残

疾人职业技能素质和就业创业能

力， 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

业，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培训内容

涉及相关法律法规、 电商等创业

就业实用技术培训。

我市出台“降成本32条新政”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我市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

坚决取缔一批“黑中介”

我市多措并举做好当前抗旱工作

加强水情农情墒情旱情监测

玉山县举办残疾人

就业创业技术培训

市城投公司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市税务局开展主题调研活动

发现问题1148个，已整改45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