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版
两会
特刊

202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三
庚子年十二月初一
策 划：
殷朝刚
编 审：
陆业斌
版 式：
张增强 纪 蕾

在线投稿：
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QQ：
486720458

详 情 请 浏 览“今日高邮”
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深化综合改革 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供销力量
□ 高邮市供销合作总社
2020 年，高邮市供销合作总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为核心，主攻疫情防控阻
击战、
社员代表大会荣誉战、
文明城市创建攻坚战“三场战役”，
抓好“十件大事”，
努力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

2 0 2 0 年 工 作 回 顾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2020 年全市供销系统实
现销售总额 18 亿元，同比增长 20%，其中：消费品
零售额 2 亿元，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 1 亿元；完成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额 15 亿元；实现农产品收购
额 6 亿元；新建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 2 个；落
实 12 个乡镇 16 个网点开展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
工作，回收 134 万余只，回收率达 68%，集中处置
率达 100%，投资新建 4000 平方米农药废弃包装
物回收中转库 1 座；全市完成“土地托管”服务面积
15.3 万亩。
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工作。一手抓所属
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一手抓春耕备耕服务，充
分发挥供销社农资供应服务主渠道作用，组织各
类化肥 3000 吨。在疫情期间，车逻丰禾供销有限
公司及时帮助 462 个外地不能回邮的种田大户近
10 万亩农田做好春耕托管服务，切实保障了农业
生产需求。金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电话微信
预约、网上销售、送货上门等服务形式，为种田大
户、农民等提供春耕生产农用物资和农技咨询服
务，
及时发布生产预警信息等。
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集中回收统一处理。落
实临泽、周山、城南经济新区、菱塘、送桥等 12 个乡
镇 16 个网点开展回收工作，至 12 月底回收农药废
弃瓶（袋）134 万余只，回收率达 68%，集中处置率
达 100%。同时借助省供销社 2018 年、2019 年农
药废弃包装物补助资金，利用社有闲置资产，投资
近 50 万元新建占地面积近 4000㎡的农药废弃包
装物回收中转站，帮助全市回收网点集中回收统
一处理，控制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
金，获批省供销社和扬州市级供销合作改革发展
引导财政补助资金 170 万元。完成扬州祥穗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80-100 吨大米生产线设备及安装
项目和送桥镇凉月湾供销有限公司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项目验收，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2 万多
亩，收益 100 多万元，带动 800 多名农民社员致
富。同时整合植保飞防资源，成立高邮市金田园
植保社会化服务协会，推进“土地托管”服务，全市
完成土地托管服务面积 15.3 万亩。
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成功召开了时隔 31 年的
高邮市供销合作总社第七次社员代表大会和送桥

镇凉月湾供销专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三垛镇司徒供销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全
面完成 2020 年度“三会”制度综合改革工作目标
任务。按照省社“六有”标准，改造升级周山、卸
甲、送桥、车逻 4 家为农综合服务社，改造周山、临
泽 2 家薄弱基层社，拓展为农服务功能，提升了为
农服务水平。
推进社属企业改革整合和退休返聘人员清
退。按照市组织部门、人社部门和巡察整改要求
及自身发展需要，出台社属企业改革整合方案，全
系统由原 22 家社属企业整合为农资、食品、土产、
百货等 6 家新企业，
清理清退退休返聘人员 24 人。
加强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根据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标准和要求，投资 90 万元对所属南海、中市
口、瑞和等 4 家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全力推动新建
的北门农贸市场引进第三方团队——北京二商怡
和阳光物业有限公司，及时关闭傅公桥农贸市场
和北门临时疏导点，成功搬迁安置 64 家经营户，确
保了新建的北门农贸市场 6 月 30 日试营业。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组织志愿者赴社
区网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00 多人次，
深入200 多
户市民家庭发放创建宣传材料 600 多份，整改创建
办督办清单 50 余件，形成了一支“拉得出、打得响、
战得赢”
的创建队伍，
全力助推高邮创成全国文明城
市，市供销总社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先进集
体”
，
1 人被授予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兵”
称号，
2人
被授予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先进个人”
称号。
加强社有资产管理。积极探索社有资产管理
方式，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投入 100 余万元更
新改造升级人民商城空调和监控等高耗能落后机
电设备。安排 20 余万元对社有企业危房、防汛物
资代储仓库修复改造，提升资产安全和收益。按
照疫情防控相关文件精神，帮扶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减免公房租金 186 万元，缓解了房屋租金
压力。
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维稳工作。全力做好重
点企业、出租部位和农贸市场消防隐患排查整改
及安全生产检查，全年组织集中检查 6 次，确保安
全生产无事故；妥善处理解决好农贸市场搬迁、企
业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及社会群众的诉求，办理
阳光平台信访件 6 件，处理 12345 服务热线 32 件，
接待群众上访近百人次，有力地维护了系统稳定。

热烈祝贺高邮市

2 0 2 1 年工作思路
加快基层组织建设。新建“××供销专业合作
社”或“××供销有限公司”等多家新型基层社，新建 5
家村级供销社，新建办（改造）参股生产加工型农民专
业合作社 1 家，新增加社员数 80 人，开展土地托管、农
技推广、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资直供、农机作业、农
产品加工等服务。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湖西模式”——
送桥凉月湾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为标准，新建 2 家农
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统一规范使用中国供销合作社标
识，为农民提供系列化、专业化服务。加大农药废弃
包装物集中回收统一处理力度，实现全市乡镇回收全
覆盖。
推进农村现代流通项目建设。积极申报农村现
代流通建设项目，改造升级中市口、南海、北门 3 家农
贸市场，改善农贸市场交易环境，提高市民购物舒适
度。结合我市实施乡村振兴综合试验区示范先导区
重点项目要求，在龙虬镇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项
目建设，为龙虬镇 1.2 万亩高标准基本农田提供综合
服务。
健全完善“三会”制度建设。完善基层社治理结
构，将基层社“三会”制度建设列入全市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强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高农民社员在
经营管理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完善社企分
开监督机制，构建市社机关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和社
有企业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社属企业发展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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