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机耕就富民路

! 通讯员 贾海涛 记者 陆业斌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眼下，我市水稻收
割从湖西地区向运东地区逐步展开。10日下
午，记者在临泽镇营南村高邮市宏巍家庭农
场看到，农场主秦巍正有条不紊地检修收割
机、烘干机等秋收农机具。秦巍感慨地告诉记
者：“这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关心下，家庭农场
逐年红火，每年都添置农机具，购置农机现代
装备就达 200多万元，不仅满足自家农场
326亩农田的生产需求，还辐射服务周边农户
近10000亩。”

宏巍家庭农场在现代农机支撑下，不断
发展壮大，折射出我市农机现代化的发展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聚焦富民、聚
力发展，高度重视农机现代化建设，保障了粮
食生产从种到收轻轻松松 ，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机化投入大幅度增长。近五年来，争取
国家惠农政策资金、农机项目资金近 1.5亿
元。市委、市政府及各乡镇党委、政府把农机
化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安排专项资
金支持农机化发展。市级财政对农机化工作
的投入逐年增加，2016-2017年市财政拿出
1500万元用于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工
作，各乡镇（园区）也出台相关配套扶持政策，

有力促进了农机化发展。五年来，市本级财政
共投入农机化发展资金 2122.4万元，比上五
年增长114%。

农机装备实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市农机
总动力71.42万千瓦，比上五年增加了7万千
瓦，增幅10%；大中型拖拉机1665台，比上五
年增加 215台，增幅 12%；插秧机 3972标
台，比上五年增长 102%；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1792台，比上 5年末增长 13%；高性能植保
机 273台，实现了零的突破；粮食烘干机 821
台，是上五年末的20倍。

农机作业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全市农业
综合机械化水平 85.5%，比上五年末增长 4
个百分点，其中，高效农业机械化水平 47%，
比上五年末增长近 25个百分点；机插秧水平
80%，比上五年末增长 10个百分点；机条播
水平50%，比上五年末增长 38个百分点；麦、
稻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水平76.5%，比上五年
末增长6.7个百分点。

农机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近五年来，
我市扶持引导农机合作社加快发展，农机服
务领域进一步拓展，经营效益稳步提高。目
前，全市农机合作社 150个，比上五年末增
长 37%；农机规模大户 157个，是上五年末
的 2.5倍。全市开展“五统一”农机服务合作
社 93个，统一机插 37.6万亩，占全市机插
面积的 73%，统一秸秆还田 51万亩，占全
市还田面积的 80%。跨区作业由单一的机收
向机收、机耕、机插等全程作业服务发展，跨

区作业年收入达 1.85亿元，比上五年末增
长 2.5%。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成效显著。我
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意见》，明确从 2016年开始实施粮食生
产全程机械化“三年行动计划”，一年启动实
施，二年全面达标，三年巩固提高。2016年，
开发区、城南新区、高新区、界首镇、菱塘乡 5
个乡镇（园区）开展创建工作，经扬州市农机
局和高邮两级考核，全部达到了示范镇创建
标准，超额完成了创建任务。今年，我市被列
为全省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区
县）之列，要求全市 80%以上的乡镇、80%以
上的耕地要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目前，
相关创建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农机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通过开展
农机“获证奖补”培训、阳光工程培训、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机实用技
术的培训和农机化实用人才的培养。近五年
来，年均农机化教育培训 2500人次，鉴定合
格 500人次以上。2016年以来，围绕全市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创建工作，探索开展农机
“三个课堂”（“田头课堂”“大棚课堂”“库房课
堂”）培训新模式，先后在江苏省、扬州市召
开的专业会议上做经验介绍。今年 6月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农机化职业技能培训示范基
地建设专家研讨会上，市农机局作为全国唯
一的县级农机局应邀参会，并作经验交流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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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扬州第一
本报讯（记者 殷朝刚）日前，记者从

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8月份，全市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54.1亿元，增长
19%，较扬州平均增幅高出7.6个百分点，
投资增速位列扬州各县（市、区）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量是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今年以来，我市在抓招商、抓
项目的同时，对投资量极为关注，真正
做到项目真、投资真、投资快、无泡沫。
今年 1至 8月份，全市工业投资 227.2
亿元，增长 17%，较扬州平均增幅高出
9.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高出 7.2个
百分点；服务业投资 119.7亿元，增长
19.5%，比扬州平均增幅高出 2.9个百
分点。

更可喜的是，经过核排，今年四季度
我市还可申报 5000万元以上入库项目
15个左右，到年底我市在库列统的项目
可达150个左右。入库项目将为我市经
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地税局自我加压决胜四季度
本报讯（通讯员 魏峰 记者 殷朝刚）

四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日前，
市地税局专题召开四季度地税组织收入
动员会，自我加压，层层传递，每个科室
和基层分局都自领任务，自定目标，以决
胜四季度，确保全年地税征收目标任务
的完成。

地税征收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支撑。
为进一步确立目标意识、大局意识，市地
税局在三季度结束后，迅速组织“回头
看”，对每一季度的地税征收情况进行分
析，对相关重点税源关注到每一个月、每
一个企业，找差距、排不足、堵漏征、强措
施。

据市地税局负责人介绍，四季度地
税工作关系到全年目标的完成。目前，
地税局在全系统已开展“决胜四季度，
全力保目标”活动，将有效查找漏税，
大力清理欠税；将加强对外地来邮建
安企业、房土“两税”、土地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重点税源
的管理，持续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同
时，将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的服务，将征
管寓于服务中，切实做到依法征收、应
征尽征。

足不出户 线上服务

高邮政务综合服务“旗舰店”上线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玲 记者 殷朝刚）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可享受线上政务
等全方位服务。日前，我市又一创新服务
模式“高邮综合服务旗舰店”正式上线运
行，可为群众提供在线预约、办件公示、水
费查询、社保查询、游在高邮、中介超市等
特色在线服务。

记者看到，网上“高邮综合服务旗舰
店”共设“政务服务、阳光交易、便民服务、
政务热线、办件公示”等 5大模块。“政务
服务”精选行政审批 8个常用事项，让群
众快速寻找，快捷办理。比如，“办件公
示”，实时通报办件情况，动态显示办件信
息。在网上申报待批事项，“办件公示”栏
就会实时显示待批件的办理进展情况，让
申报人一目了然；“政务热线”与政府

12345热线连通，并设置了“热线公告”
“来电选登”“知识问答”等模块，全面解答
热点问题，及时公布办理情况，随时跟进
办理结果等，基础型平台保障了“优”服
务。

在“便民服务”模块，便民型平台让群
众享受“悠”办事。“便民服务”涉及医疗、
交通、天气、学校、价格等方面的信息，为
群众提供全方位便民查询服务。点开“阳
光交易”模块，政府采购全过程公示，让交
易行为更阳光透明、公平公正。在“中介超
市”模块，记者看到，入驻“中介超市”的服
务事项达27项，涵盖12个部门单位，中
介机构有94家，并按照行业划分类别，分
别对中介服务事项、中介机构信息进行分
类管理和对外公示，方便企业和群众快速

查找和阅读相关信息。
据介绍，现在只要登录江苏政务服务

网“高邮综合服务旗舰店”，某一行业设立
办理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环节、流程、办理
权限等均会一次性告知，涵盖企业设立所
涉及的注册登记、项目建设、财政税务、人
力资源保障等多方面业务，也均“一点就
知”，流程清晰。另外，我市公布的“不见面
审批（服务）”事项清单，也在“旗舰店”网
上开展在线服务。同时，第二批“不见面审
批（服务）”事项清单正在梳理上线，将进
一步扩大部门范围和事项数量，让更多的
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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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批15名基层文艺骨干脱产“镀金”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文化发展，人才先行。10

日上午，我市首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扬州
文化艺术学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个乡镇（园区）
文化站共计 15名年轻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副市
长傅晓出席开班仪式。

据悉，此次我市首次为基层文化人员“镀金”，主
要目的在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文艺人才紧缺的难
题，进一步提高现有基层文艺人才队伍的能力与水
平。首批参训的15名学员都是经过自愿报名、资格
审核和现场面试等环节遴选而出，他们将在扬州艺
校进行为期一年的脱产学习，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基
层文化服务工作基本技能、专业艺术训练等方面。学
成后，这15名年轻骨干将分别回到农村基层文化岗
位，开展扎实有效的基层文化工作，让更多的农村百
姓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关爱老年人 欢庆十九大

“敬老月”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杨晓莉 通讯员 许乃清）今年10

月是全国第8个“敬老月”。日前，市政府发出通知，要
求各部门、单位围绕“关爱老年人，欢庆十九大”主题，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敬老月”活动，进一步营造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为老年人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今年的“敬老月”活动主题是：“关爱老年
人，欢庆十九大”，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31日，其
中10月28日为“老年节”。“敬老月”活动内容主要有：
开展“敬老爱老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
进企业系列活动，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
立良好家风；开展各类惠老助老活动，包括法律咨询、大
型义诊、健康咨询等项目，真正把老年法律维权、老年健
康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开展为老志愿服务行动，组织
社会各界志愿者走村入户、到各类养老机构、到老年人
家里，开展家政照料、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
与贫困、高龄、失能老人“一对一”结对帮扶，帮助困难老
年人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开展文化惠老活动，进一步丰
富老年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老年群众的精神生活需
求；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行动，以“敬老月”为契机，
倡导和鼓励全社会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为长者送
温暖献爱心，重点走访慰问失能、空巢、失独、重点优抚
对象等困难老年人，倾听老年人心声，关心老年人生活。

江苏国信高邮燃气热电联产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11亿元，建两套 10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目前，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可
建成发电、供气、供热。图为热电联产发电机组项目核心部位正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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