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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梁湛华
通讯员 叶海雅 梁国文 莫旭辉）近日，
记者在罗定市黎少镇锦德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种植基地看到，工作人员正忙于
田间管理工作，有的对基地的滴灌系统
进行调试，有的在辣椒地采摘辣椒，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我们公司在黎少镇有超过 800亩

的基地，早春品种有豆角、茄子、玉米、水
稻、辣椒。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我
们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传
递出我们国家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我

们公司是产销一体的，今年将会不断扩
种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产品。”罗定市锦
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将继续加大资金投入，聘请当地村
民 60多人，扩大种植 100多亩的水稻和
蔬菜，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化经营，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据了解，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

后，进一步增强了罗定种植大户的信心，
大家纷纷表示，会多干实事，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多出一份力，促进农民就业
和增收，促进农业经营增效。

中央一号文件释放重农强农信号

罗定种植大户备耕劲头足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胡默然 孙文丹）“使用数
字人民币缴税 ，感觉 安 全又便
捷。”日前，云浮市奕大石材有限
公司在税务部门和工商银行工作
人员的辅导下，开通了数字人民币
钱包、网签授权划缴税（费）款协
议，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方式成功
缴纳了税费。这是云浮市首笔纳
税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缴纳税费
业务，也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满
足纳税人缴费人多元化税费支付
需求，推动数字经济建设的又一有
效举措。

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方式，数字
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
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人民币等价，
具有“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依法

可溯”等特征和优势，可以实现免手
续费、离线支付、即时到账，支付结算
更方便，更节省缴税成本，让缴税流
程更快、体验更优、隐私性更强。“税
务部门和银行一起给我们做辅导，让
我们成功体验了这个新功能，而且全
程网上就能搞定，真的省时省力又省
事！”云浮市奕大石材有限公司的财
务人员说。

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继续统筹好推广数字人民币缴纳
税费与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优化营商
环境等工作的深度融合，加强银税互
动，持续配合做好数字人民币缴纳税
费的推广工作，提高办税缴费服务的
实用性和便利性，探索“智能办税提
速”新路径，不断提升税收服务数字
化水平。

我市积极探索“智能办税提速”新路径

首笔“数字人民币缴纳税费业务”落地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何柔怡）
2月24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云
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活
力广东·魅力肇云”肇云区域文旅推
介活动在河南洛阳市举行。此次活
动旨在加强两地的文旅交流和合作，
宣传两地的文旅产品，促进文旅产业
的发展。活动邀请了洛阳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有关领导、文旅业界代表
人士及媒体参加，共同宣传推广肇云
文旅产业。

本次活动以“活力广东·魅力肇
云”为主题，围绕春日祈福、夏日清凉、
秋日美食、冬日暖阳四条旅行路线进
行讲解，使用不同角度介绍了肇庆、云
浮两地的人文和四季自然特色景点。

活动中，通过醒狮表演、国风舞
蹈《追月彩云》、肇云文旅宣传片的播
放，旅游达人现场讲解其亲身在肇庆
航空飞行、云浮低空跳伞等旅游实际
体验，裹蒸竞吃、新兴凉果猜一猜等
互动游戏，让在场的各界人士更直观
地感受肇云两地的特色旅游文化和
美食文化。洛阳华夏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参加这次推
介会活动，充分感受到了肇云两地的

人文特色，希望下次可以组团带洛阳
人民一起去肇庆和云浮旅游，让他们
也能感受肇云文化的魅力。

本次活动现场还布置了肇云两
地的特色小吃、文创产品和纪念品
等，吸引了不少嘉宾前来了解。云浮
市悦天下生态度假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能够参加此次文旅推介会，对他
们度假区以后的发展运营帮助很大，
不仅可以学习到洛阳优秀景区的一
些成功经验，还能向洛阳人民宣传本
地的特色景点和美食，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旅游。

云浮市文广旅体局有关领导在
推介活动上表示，本次活动是贯彻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区域联
合推广工作部署而开展的文旅推介
交流活动，旨在以肇云联合宣传推广
为契机，多角度宣传营销两地文旅品
牌，进一步夯实肇庆、云浮两地区域
文旅合作，加强两地文旅资源“走出
去”。同时，大力促进肇庆、云浮、洛
阳三地在文旅资源开发、宣传推广、
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强化在
客源互换、市场同享等方面的务实合
作和联动发展，共同推动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

“活力广东·魅力肇云”肇云区域文旅推介活动走进洛阳

共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冯凯思）人勤春早
建设忙，重点项目挑大梁。立春过后，
新兴县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已迅速调
整至忙碌模式，建设者抖擞精神，铆足
实干劲头，掀起建设热潮，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提速快“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天业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
一期工程计划7月底竣工

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位于新成工
业园东园东成片区的广东供销（新兴）天
业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吊车、
登高车、叉车、挖掘机、压路机、运输车等
45台施工设备正紧张作业。工人们头
戴安全帽，奋战在各自的施工点位上，或
铺设模板，或绑扎钢筋，或支设模架，或
进行二次结构施工，或进行室内外装修
收尾工作……

据中建三局工程总承包公司新兴天
业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介绍，项
目一期工程包含了 5个单体建筑，率先
动工建设的1号冷库、3号通用加工车间

和 5号综合楼已全部完成主体工程施
工，并已进入装饰装修以及室外工程收
尾阶段；2号冷库正在进行防火墙以及
地面施工；4号通用加工车间正在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室外管网工程正在进行
最后的收尾工作。计划今年3月底完成
1号冷库、3号通用加工车间和 5号综合
楼的整体交付，7月底全部竣工并完成
所有建筑的运营交付。

据了解，广东供销（新兴）天业冷链
物流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
占地约 13.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43662平方米，主要建设冷库、通用加
工车间和综合楼等。该项目是新兴县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接
二连三”延伸产业链条，助推一、二、三
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点工程之
一，建成后，冷库可储存农产品 3 万
吨，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个以
上，辐射带动农户 1000户以上。除满
足云浮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外，将辐射
到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省各地，实现农
产品跨区域大流通，带动区域性农产
品种植、加工以及流通产业的发展，坚

守服务“三农”初心。

5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
计划今年6月试产

走进广东省新兴县食品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5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施工
现场，施工安全防护规范有序，高空中，
吊车有条不紊地调运建筑材料，地面上，
工人们施工正酣，或拆除模板、支架，或
装修外墙，或安装水电，处处呈现出“拼”
字当头、“干”字为先的场景。

位于新成工业园东园东成片区的广
东省新兴县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50万
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
建设生产规模为年屠宰生猪达 50万头。
项目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屠
宰车间、动检楼、污水处理设施、工程用
房、无害化处理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第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分割车间、冷库、深
加工车间、综合楼等，项目配套国内外一
流水平的全自动生猪屠宰、分割流水线、深
加工生产线、冷链配送及产品溯源系统。

据广东省新兴县食品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第一期工程
施工已接近尾声。其中，动检楼主体工
程已完工，下一步将开展装修工程施工；
污水处理设施正处于主体工程的收尾阶
段；无害化处理车间正进行主体工程建
设；工程用房已基本完成室内外装修；作
为项目最重要的功能区，屠宰车间已基
本完成设备安装以及室内外装修，正在
安装水电；相关市政配套工程正在有序
进行。项目一期计划在今年6月试产。

据悉，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达8.5亿元，可创税1800多万元，企业年
新增利润3800多万元，可创造就业岗位
约200个，带动周边就业约500人，形成以
生猪为主导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公司+农
户”的联接方式，通过集中收购商品猪、集
中屠宰加工的有效运作，延伸企业下游产
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进一步
扩大企业规模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企
业辐射能力，带动农户参加新型经营主
体，实现生猪饲养、屠宰分割、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化运营模式，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增加劳动岗位，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
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拼”字当头“干”字为先

新兴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叶锦生）
近日，在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表彰的
2022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中，郁南
县消防救援大队荣获“基层建设先进
大队”“基层建设标兵消防救援站”

“执勤训练先进消防救援站”，连滩镇
政府专职消防队荣获“先进政府（企
事业）专职消防队”；3人次被评为全
省优秀干部、执勤训练先进个人、优
秀站指挥员等。

据郁南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
介绍，2022年以来，通过聚焦实战实
训，灭火救援能力持续提升，圆满完
成了“3·21”东航客机坠毁事故增援

任务，“5·25”甲醛罐车侧翻泄露救援
任务等一系列急难险重的救援任务；
同时通过强化综合治理，精准施策消
除一大批火灾隐患。该大队还通过
开通体验预约通道，实行预约即可
上门学习、参观，组织和接受中小学
校、幼儿园、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等来队“零距离”感受消防、学习消
防、体验消防，起到了良好的消防宣
传教育效果。去年以来，大队走进
辖区学校、医院、社区、企业等单位
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43次；
开展培训 200余次，参加培训受益
人员达13000余人。

郁南消防喜获省多项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林劲）近年
来，云安区加快建立区、镇、村三级
农村综合运输物流服务体系，统筹
推进客货邮等业务融合发展，探索
实现多项综合运输业务同频共振、
协调发展。

白石镇汽车客运站通过改造提
升后变身成为镇级农村综合运输服
务站，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该服务站
承担辖区内农村综合运输物流网络
节点体系中“上接县，下联村”的功
能，在继续做好原有客运服务基础
上，提供旅游集散、供销商贸、农副产
品线上和线下展销、充电等综合运输
服务。

家住石底村的陈叔今年 60 多

岁，女儿在外地务工，经常会往家里
邮寄爱心包裹。过去需要自驾车 8
公里到白石镇中心的快递站点收取
包裹，老人家一趟下来既费时又费
力。自建立村级服务点后，依托周边
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小超市、士多，
打通了快件到村的“最后一公里”，承
载远方思念的小包裹终于能“零距
离”直接派送到陈叔的手里。

下一步，市汽运集团将依靠微信
公众号和小程序搭建“云顺达”农村
综合运输服务平台，融合发展客、货、
邮、医、农、旅等业务，探索“交邮合
作”“交医合作”“交供交农合作”等新
模式，多措并举走出一条农村运输服
务新路子。

探索“交邮合作”“交医合作”“交供交农合作”新模式

云安镇级客运站变身综合运输服务站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尹志才 林伟洪）
为扎实做好 2023年上半年征
兵工作，近段时间以来，我市
各级征兵办组织工作组对辖
区内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开
展入户走访调查工作，全面掌
握应征青年的思想动态，防止
入伍动机不纯正和造假现象
的发生，确保兵员思想坚定、
政治合格。

每到一户应征青年家中，
工作组成员严格按照政治考
核标准，与应征青年及其家长
认真交谈，仔细调查应征青年
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思想动
态、入伍动机、参军意愿，以及
家长是否支持青年应征入伍等
情况，从源头上把好兵员政治
考核关。同时，工作人员还向
应征青年介绍了部队军事化管
理制度以及宣传相关优抚政
策，确保入伍决心不动摇。并
鼓励他们要珍惜机会，树立不
怕苦、不怕累的思想，做好到部

队锤炼的准备，用良好的表现
来报效祖国，为家乡争光，实现
人生自我价值。应征青年纷纷
表示，有机会踏入军营，将倍加
珍惜军旅时光，在部队刻苦锻
炼，争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开展面对面走访调查，
最能直观准确地了解应征青
年的真实心理动态，也能及时
充分解答青年及家长心中疑
惑，确保应征青年做好应征入
伍的思想准备。”市征兵办有
关负责人表示，征兵入户走访
调查工作是提高兵员质量的
重要环节，也是全面了解应
征青年基本情况的重要手
段，能切实掌握每个应征青
年的政治思想、家庭背景、现
实表现等情况，为定兵送兵
提供有力依据。下一步将组
织“双合格”的应征青年开展
役前教育，密切跟踪应征青
年思想状态，确保将政治合
格、思想坚定、作风优良的青
年送到部队。

我市开展应征青年入户走访调查工作

严格把好征兵政审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