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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收费———明明白白一卡通
□ 薛金平 耿加贵 张群

物价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我市某协会明
显违反会员章程，向非会员企业收取会员
费。但在同企业核实过程中，企业都不愿举
证，很多企业老板直言：“我们不可能为了
这点小钱得罪人。”规范涉企收费，优化营
商环境，更好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保驾护
航，是物价部门应尽之责。

如何规范涉企收费行为？市物价局不
怕“劳神”，敢于创新，他们建起“一卡通”涉
企收费监管平台，给每个企业办张卡，所有
缴费从这个卡里过，物价部门通过后台适
时监管，对于不合理的收费，第一时间主动
介入，责令收费部门退还不合理收费。监管

卡彻底规范了涉企收费，为广大创业者排
除涉企乱收费的干扰，使小微企业安心舒
心创业创新。

建设涉企收费一卡通，需要所有收费
部门、缴费企业的配合，如果急于推行，很
可能得不到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为把好事
办好办实，市物价局经集体研究，决定分步
实施，先向企业发布涉企收费缴费一卡通
（服务手册），征询企业的意见。

该服务手册包含市物价局关于发布涉
企收费缴费一卡通（服务收费）的决定，明
确要求各收费单位（含行业协会、群众团
体）必须将收费情况在该手册中的涉企收

费登记卡中予以登记，并写明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收费总额、执收单位、经办人等 5
个方面的信息。手册不仅列出了涉企收费
目录，还首次公布了不收费目录，将近 5年
以来各级明确取消的收费项目全部列出，
要求各单位、协会和团体不得以任何名目
或变通方式违规向企业收取相关费用。

该服务手册面向广大企业发布后，受
到企业的欢迎。某小微企业负责人跟物价
部门反馈说：“之前有人打电话说要交这个
钱，那个钱，虽然不愿意，但为了维护关系，
还是从有限的创业资金中拿出部分钱交出
去，现在有人来收费，就把这个本子拿出

来，要交什么，让他自己填，他敢填我就敢
交，反正这是物价部门要求的，也不得罪
人。”某准备创业的青年听说物价部门发布
涉企收费缴费一卡通后，赶紧过来索要，在
完全了解我市涉企收费情况后，激动的说：
“之前想创业，一直犹豫，听人说，创业开销
大呢，今天要交这个钱，明天要给那个钱，
现在知道了，明明白白一卡通为创业创新
不要再花冤枉成本了。”

创业创新 高邮实践

12月 4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当日下午，
市建管局组织各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开展宪法学习交
流会，重温了宪法第一章至第四章的条款以及宪法第
5次修正案的内容，以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宪
法意识。 蒋洁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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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陈哲：一沟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 周荣池 包智 王小敏

近日，记者在龙虬镇一沟村的果蔬
种植基地看到，最后一批哈密瓜已经包
装整齐，正准备运往扬州。“这些哈密瓜
是陈书记带领我们花费两个多月时间精
心培育出来的，看着它们销售一空，我们
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一切真的要
感谢陈书记，他为我们找准了脱贫致富
的路子，他是我们致富的引路人、‘领头
雁’。”青年村干陈鼎俊口中的陈书记是
江苏省农科院派驻到一沟村的“第一书
记”陈哲。提起陈哲，一沟村的村民们都
纷纷竖起大拇指：“别看人家年龄不大，
但是脑子活、有想法，做事更是杠杠的。”

2017年 11月，陈哲来到一沟村，与
干部群众一起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在
走访调研中，陈哲了解到，一沟村主要作
物为水稻和小麦，土地种植收入微薄，村

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到工厂打工，年轻
人很难留在村里。通过进一步调研，陈哲
发现，龙虬周边乡镇瓜果种植空白，尤其
是礼品型瓜果，很多人尝试过但都没有
成功。陈哲敏锐地意识到，种植礼品型瓜
果将大有可为。

项目确定了，陈哲反复与年轻村干
陈鼎俊和王安军谈心，鼓励他们学习现
代农业技术，勇敢迈出创业的第一步。之
后，他又与村“两委”一班人一起商议为
项目解决资金问题。两名年轻村干自筹
资金入股，陈哲拿出部分“第一书记”工
作经费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为村集体
经济增加一个创收点。经过多方选地、测
土壤，陈哲与村“两委”一班人商讨后流
转了十五亩土地用于搭建设施大棚，种
植礼品型哈密瓜、薄皮甜瓜和西瓜。

秋季在里下河地区种植瓜果面临巨
大困难。陈哲作为农业技术方面的专业

人员也在边摸索边突破。他带领陈鼎俊
钻大棚、查资料，遇到的问题都认真记下
来，以便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陈哲还邀
请省农科院专家来到基地，随时跟进观
察瓜果长势，运用先进的预防和治疗技
术，有效防治了白粉病、赤霉病，在高邮
地区首次成功种植哈密瓜。此外，基地种
植的薄皮甜瓜参展高邮市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捧。

据了解，大棚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每
亩地每年的纯收益预计在八千到一万
元，按现在的规模预计，基地每年可实现
利润十万元左右，项目已经吸引了两位
大学生村官的加入。“下一步，我们将分
三个阶段逐步扩大种植面积，争取三年
内达到五十亩。我们还将建立育苗基地，
以‘合作社 +农户’的形式带动更多群众
就业创业，实现脱贫致富。”陈哲信心满
满地说。

4日下午，周山镇开展诚信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大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该镇企业、个体工商户、
社区居民、医生、中小学师生等代表共 200多人参加活动。图为参加活动人员进
行“讲诚信 树新风”签名承诺。 曹海英 摄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征文投稿截止
共收到 28所学校学生作品近 400篇

本报讯（通讯员 刘春荣 记者 王小敏）近日，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由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新闻信息
中心联合举办的“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有奖
征文活动投稿已于 12月 1日截止，期间共收到全市
28所中小学校学生的投稿作品近400篇。

为切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及治理工作，引导全市
中小学生以实际行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督促
中小学生养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良好行为规范，
10月 15日，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新闻信息中心联
合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
手”有奖征文活动。活动启动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广
泛关注，广大中小学生踊跃投稿。截至12月1日，共收
到来自全市28所中小学校学生的近400篇作品。

据悉，下一步，主办方将对所有投稿作品按照小学
生组、中学生组进行评选，每组分别评出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10名。对于积极组
织参加此次征文活动的学校，将按中、小学校类别，分
别评比产生组织优胜奖各3个。获奖名单及部分获奖
作品将在《高邮日报》、“今日高邮”网站、“今日高邮”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刊发。

机关讲堂开讲《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赵妍东方）5日下午，

市级机关工委举办第四期机关讲堂，扬州
大学教授潘宝明受邀来邮，为全市市级机
关各部门单位党员干部作题为《文化传承
与旅游发展》的专题讲座。

潘宝明教授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红楼梦学会会员、扬州大学旅游学院
旅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讲座中，潘宝明
从文化传承概述、魅力扬州以及高邮历史
悠久、风光秀美、人文荟萃、民风淳朴、物
产富庶等方面生动地讲述了文化传承对
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扬州与高邮文
化进行了深刻解析，赢得了现场听众阵阵
掌声。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亮剑”为劳动者“撑腰”
维权热线：12333或 84615721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雷森 记者 杨晓莉）临近年底，
保障劳动者工资支付工作又到关键时期。连日来，市人
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深入企业车间、施工
现场，了解劳动者工资支付情况，对存在拖欠工资隐患
的单位进行重点监控，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案件，
用好劳动执法“利剑”严肃查处，为劳动者“撑腰”，切实
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把保障劳动
者合法权益作为劳动保障维权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欠
薪失信行为联动惩戒机制，实施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
度，定期予以公布，并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市场准入、融资贷款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使失
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截至目前，已先后公布了
5起欠薪失信典型案例。为确保举报投诉渠道畅通，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还开通了维权热线，建立值班制度和农
民工工资支付案件绿色通道，及时处理关于拖欠、克扣
劳动者工资等问题的举报投诉。如发生欠薪事件，劳动
者可拨打维权热线12333或84615721。

高邮镇整治工业集中区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蔡忠泽 陈佳骐

记者 文正）近日，高邮镇开展了工业
集中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目前，高车
路沿线一处占用绿化带行为已经得到
遏制，相关配套设施已开工建设。下一
步，该镇将陆续启动丁庄路、珠光路沿
线整治行动。

据悉，此次整治行动以影响公共
安全、侵占公共空间、损害公众利益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建设为重点，分
为企业厂区以外和厂区以内两个部
位，企业外部升级突出道路修补、绿化
补植、破墙开店整治、企业围墙风格局
部统一、污水管网铺设等重点；厂区内
重点突出种菜和乱搭乱建问题整治，
明确条线负责制及整治完成时限，待
所有整治工作完成后交由该镇园区办
明确专人实行常态化管理。

（上接一版）凭借拓扑绝缘体和量子自旋霍
尔效应两项理论的发现，张首晟于 2010
年获得欧洲物理奖；2012年获得美国物理
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
克奖；2013年获得尤里基础物理学奖、
2014年获得美国富兰克林奖。2017年 7
月 21日凌晨，张首晟及其团队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大发现：在整个物
理学界历经 80年的探索之后，他们终于
发现了手性 Majorana费米子（天使粒子）
的存在。

张首晟多年被汤森路透预测会得到诺
贝尔奖，他的老师杨振宁则评价“他获得诺
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

张首晟家人在讣告中称，张首晟给全
世界带来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好奇心。由
威廉·布莱克撰写的如下诗篇是他的最爱，
诠释出他一生探索和发现美的使命：

从一粒沙看世界，
从一朵花看天堂，
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
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王佐良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