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9 日，新沂市民
万山红从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闽
手中领到我省首本二三维一体化不
动产登记电子证照。

“二三维一体化不动产登记电子
证照”基于建筑施工/竣工 CAD 数
据的不动产建模方法，不动产登记电
子证照的生成、更新、维护机制等关
键技术，代表不动产权管理的数字化
发展方向，还原不动产三维的本质，
让产权内容表达更加直观准确，群众
获得感更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的通知》要
求，推进信息共享集成，结合自然资源
部在江苏开展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
试点和全省自然资源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省自然资源厅选择在新沂市开展二

三维一体化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试点。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省自然资源

厅编制《江苏省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
规范》，制定二三维一体化不动产登
记电子证照系统建设总体方案，总体
方案主要包含三维不动产数据生产
管理、全省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系统
设计和在新沂的二三维不动产登记
电子证照系统集成等内容。

李闽介绍，推行二三维一体化不
动产登记电子证照，还原了不动产三
维的本质，让产权内容表达更加直观
准确，对地下管道等非标准建筑有了
更好的表现形式，让群众的获得感更
强。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对电
子证照管理和共享应用的研究，提升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应用价值。

（满东广 李先昭 吴 琼）

让产权内容表达更直观准确

不动产有了二三维电子证照

“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忙。”6
月中旬，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徐庄镇的 8 万亩麦地里，收割机、
打捆机、旋耕机欢快地忙碌着。

6 月 15 日，徐庄镇山黄村的麦
地里，联合收割机刚刚驶离，打捆机
紧跟着下地，留下一个个重约 15 公
斤的秸秆包。今年，徐庄镇实现秸
秆100%机械化处置、合理化利用。

2014 年，地处城市边缘的徐庄
镇，由铜山区转隶到徐州经开区时，
尚有各类农田 11 万亩，种植玉米、
小麦、水稻等传统作物。由于大马
力农机奇缺，海量农废处理带来的
环保压力随之凸显。截至 2016 年，
全镇 100 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仅
有 27 台，虽然区级财政支持购置 77
台大型机械，仍不能达到一台服务
600亩的最优配置。

“跳出农业看农业”，徐庄镇党

委书记刘雷介绍，徐州经开区提出
用工业化思维筹划农业发展。去年
9 月，徐庄镇现代农业三年规划发
布，首次确定推进现代农业规模化、
产业化、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的总体思路。

“一定要发展新品种，争取走在
市场最前沿。”重埠村党支部书记张
家海说。2015 年，村里曾引进 200
亩油桃，效益不高。2017年6月，徐
州经开区组织 100 多人，到徐州农
科院参加项目对接会，为重埠、薛
湖、赵瞳、黄集、徐庄 5 个村制订各
具特色的农业发展规划。重埠村凭
借紧邻徐州农科院的优势，建成国
内领先的甘薯类作物种植示范基
地，并拉长产业链开发出紫薯粉、
酒、冲剂等特色农产品。徐州菇馨
蘑菇农场和全镇各农废产出企业签
订采购协议，每天派出 4 台封闭式

储运车穿梭于田间地头，开展禽畜
粪便集中收集。运营当年，就消化
掉该镇四分之一的有机质垃圾，明
年底可完成全镇有机质垃圾全转
化。因实现农废的系统化、资源化
利用，农场获得徐州经开区现代农
业项目专项奖励。

山黄村田头，徐州圣人窝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安排的货车正在装运
秸秆包。“秸秆粉碎腐熟后，是最佳
的有机肥。”总经理张兆龙透露，目
前，公司不仅在种植上实现环保绿
色，而且向深加工领域延伸，土豆
脆、樱桃酵素、葡萄酒、果酱等已实
现量产。

三产带动二产、融合一产共同
发展，传统农业开始全链条升值。
同时，徐庄镇大力推广普及移动互
联网，构建农机调配平台。今年，
海安市农机手韩正龙组织 4 台大型

现代化农机来徐庄作业。“14 天纯
收入 2.4 万元。”他拿出手机，点开
农机宝 APP，全省各地的夏收作物
成熟时间、面积、收割价格，都清晰
显示。

城乡互动、工农协调，徐庄镇越
来越有工业感和科技范。这个夏
天，村民胡怀营佩戴内含身份识别
信息的工作牌，进入圣人窝现代农
业产业园，系统自动扫描信息后录
入后台。“投入 300 万元，经过两年
建设，配备先进物联网设备的园区，
能实现生产过程的区块链化存储，
以备农产品溯源。”技术员刘丽自豪
地说，园区设置 5 个土壤传感器、5
个水肥一体化施用传感器、1个地表
空气质量传感器，每天 4 次，把数据
信息传送到位于徐州新城大龙湖畔
的写字楼里，用作全生产流程的记
录分析。 本报记者 李 刚

农业活儿，走出“工业范儿”
本报讯 拼多多 6 月 28 日在南

京举行的“新品牌计划”长三角沟通
会上传出消息，受益于这一促进计
划，包括我省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多家
企业，走出一条从代工到创立并打响
品牌的转型之路。

位于扬州的丝飘纸业，两年多前
还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外贸代工厂，
如今已成为纸品行业新晋准一线品
牌，拥有27条自动化生产线，今年销
售额预计将突破3.5亿元。

同样得益于拼多多的创新服务

和技术，安徽德力、浙江三禾等企业
也实现从国际品牌代工到打响自主
品牌的“蝶变”。拼多多“新品牌计
划”主要提供数据、产品开发以及定
价建议，生产更受消费者青睐的产
品，同时建立直达消费者供需模型，
大幅降低企业流通、营销成本，用性
价比冲击单品冠军。该计划推出 7
个多月，已有 6000 多家制造企业递
交申请，近 500 家企业和品牌方参
与试点工程。

（邵生余）

线上平台助力实体经济转型

我省代工企业创出国际品牌

本报讯 省生态环境厅 6 月 28
日在江阴召开全省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推进会，旨在促进全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工业、燃煤、机动车和扬尘是大
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钢铁行
业是工业中最大的污染来源。我省
钢铁年产量超 1 亿吨，钢铁工业产
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5.74%，但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
量 分 别 占 全 省 工 业 总 排 放 量 的
42.8%、15.2%、16.2%。经测算，钢
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后，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
削减 21%、18%、21%，将有力促进
空气质量改善。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陈志鹏说，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是推动钢铁
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污染减排的重
要举措。超低排放不仅是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的需要，更是企业体现社会
担当、提升行业形象，实现与城市、社
会和谐共融的有力抓手。

我省要求，各钢铁企业成立以企
业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超低排放改
造工作小组，倒排工期，明确时间节
点和改造内容，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去年 12 月，我省出台《江苏省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要
求今年底前，所有钢铁企业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任务。对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的钢铁企业，将其纳入秋冬季错峰
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停限产
豁免清单，而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的保留钢铁企业一律
停产整治。我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将建立管理台账，实施动态管理，对
不能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钢铁
企业，取消相关优惠政策，并向社会
通报。 （许海燕）

我省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完成改造企业可豁免停限产

6 月 18 日，在盱眙县黄花塘镇
芦沟村的盱眙祥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农田边，老板卢勇告诉记者，自己
刚开始稻田养虾时是“一季稻一茬
虾”，去年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下采
用“一季稻三茬虾”新做法，亩效益
提高到 5000 多元，种养规模已扩大
到 630 亩。目前，黄花塘镇稻田养
虾面积已突破8万亩。

黄花塘镇当年曾是中共华中
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2016 年 7
月，省委、省政府将该镇确定为省级

“点穴式”重点帮扶单位，指定 14 个
厅局级单位对接帮扶。根据当地产
业现状，省农科院编制了“盱眙黄花
塘革命老区现代农业产业扶贫规
划”。“龙虾是盱眙特色支柱产业，
我们在现有水稻田上精准施策，实
行稻虾共作。”省农科院成果转化处
研究员李德新告诉记者。

黄花塘户均承包农田近 10 亩，
发展稻田养虾有资源优势和较好产

业基础。省农科院经作所研究员沈
新莲于 2015 年挂职盱眙县副县长，
和专家们一起与当地农业企业合作，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把小
龙虾养进水稻田要过水质关、品种
关、技术关，沈新莲白天下地观察，晚
上翻阅书籍；国内资料不足，留美归
来的她便翻译国外编印的小龙虾养
殖技术生产手册。“稻虾共作”试验
当年即获成功，春季放虾苗，捕捞从
5月持续到10月底，一年下来一亩地
可收获水稻600多公斤、捕捞小龙虾
100公斤。一年后，“稻虾共作”在盱
眙县推广到3万多亩。

2017 年，省农科院在该镇成立
“黄花塘革命老区博士服务工作
站”，专家团队里有位江苏里下河地
区农科所研究员张家宏，是全省专
门研究小龙虾的两位专家之一，带
去了自己钻研多年的成果“一稻三
虾”种养模式——4 月，卖出自繁的

“稻后虾苗”，转塘投入虾苗，5 月即

可捕捞，这批“稻前虾”最为肥美，平
均每只可达 50 克以上，市价高达每
斤四五十元；6月插秧前再放入第二
茬虾苗，七八月“稻中虾”上市；秋冬
季水稻收割前后，再放养亲虾至次
年 4 月繁育一茬虾苗，这便是“稻后
虾”，虾苗上市越早价格越高。这样
一年里稻田可收获一季稻谷，春、夏
季共收获两茬成虾，来年春季还可
收获一茬虾苗。

变“一稻一虾”为“一稻三虾”，需
攻克很多技术难题。张家宏介绍，现
行稻虾共作生产模式，育苗、养殖仍
在一个塘里，长大的就捕捞，小的继
续养大，易导致塘内小龙虾自相残
杀、疾病蔓延。在专家示范和指导
下，虾农们抓住 4 月“双抢”生产时
间，一抢抓小龙虾苗种出塘销售，二
抢抓小龙虾转塘养殖，注重消毒灭
菌。“繁”“养”分开，虾苗成活率可达
90%以上，而且生长速度快。此外，
专家们还自主研发稻田养虾专用肥

和专用饲料，指导农户采用“四位一
体”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

大户们的示范效应、省农科院
科技专家的帮助指导，带动一大批
普通农户加入。黄花塘镇时集村低
收入农户万在贵，全家四口人，妻子
几年前病故，家里负债累累。2016
年，村书记刘建保帮助他发展虾稻
共作3亩地，又帮他担保2万元扶贫
贷款，将种养规模扩大到 15 亩，亩
均收入从 1000 元提高到 4000 多
元。短短 3 年，他家便还清债务、买
了房。

黄花塘镇副镇长卢玉华介绍
说，去年全镇新增稻田养虾面积
39650 亩，稻虾总收入约 3.3 亿元。
稻虾产业带动下，去年全镇有 629
户 1875 人低收入人口实现脱贫，预
计到今年底，尚未脱贫的低收入农
户 720 户 1289 人以及集体经济薄
弱村可全部脱贫。

本报记者 王梦然 邹建丰

一稻三虾，帮农民摘“穷帽”

本报讯 “现在的税收优惠政策
很多，不要怕流程麻烦，该申请就要
申请，不然在上市审核时反而会被认
为有‘猫腻’。”6月27日至28日，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在泰州召开赴港上
市工作推进会，安永（中国）企业咨询
有限公司税务及商务咨询部合伙人
陈建平支招道。

陈建平说，各地出台一系列税收
优惠政策鼓励高新企业发展。企业
到香港上市，需要对标香港上市标
准，梳理企业税务痛点，寻找应对解
决办法。例如架构搭建、整体优化带

来的税务问题，重组税赋合理减免，
历史风险的及时应对等，不能怕麻
烦，税收优惠该申请就要申请。

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郭福艳建
议，企业选择两年财务数据+一期数
据 （至少 9 个月） 预交材料进行审
核，然后补充第三个完整年度的财务
数据。递交申请后，尽量避免重大资
产收购和处置，否则就需要对收购标
的财务状况进行三年内的财务审核，
这样会加剧财务工作量。如果不是
非收不可的收购行为，一般建议审核
通过后再行收购。（洪 叶 赵伟莉）

政企联动为苏企赴港上市支招

申请税收优惠不能怕麻烦

南京银行江北新区分行六合支行
成立 5 年来，日均存款规模超 60 亿
元，累计为当地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超
100 亿元，累计服务对公客户近 700
户，个人客户超 2.5 万户，在六合市场
上逐步树立了南京银行的品牌形象。

2017 年 11 月，南京银行江北新
区分行党委在六合支行设立第八党支
部。支部设立后，六合支行更加注重
发挥党建在经营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支部党员紧密围绕中心工作，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先后荣获中国银行业文明
规范服务三星级营业网点、南京市青
年文明号、南京市财贸金融系统“工人
先锋号”、南京市内保系统保卫组织先
进集体、南京银行“新时代先锋”先进
基层党支部等荣誉。

“书记带头人”领航支行发展，“党
员先锋”铸就“六合速度”

六合支行 5 年发展之路，是创业
之路，是拼搏之路，也是第八党支部
铸就党员精神之路。一路走来，第
八 党 支 部 涌 现 了 众 多 优 秀 党 员 代
表，他们是支行的榜样和力量，是支
行发展的力量之源。原党支部书记
谢翔宇充分发挥“带头人”作用，遇
到困难第一个往前冲，常年坚持在
业 务 一 线 。 在 一 次 拜 访 客 户 的 途
中，由于长期加班加点晕倒了，老谢
被紧急送进医院，但稍作休整后，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说：“这个项
目时间紧，任务重，我不能在这个时

候休息啊！我就算倒下，也要倒在
岗位上”。去年支部改选后，新任书
记王青彪从老谢手里接过接力棒，
继续发挥“带头人”作用，以身作则，
树立标杆，抓党建促发展，推动六合
支行业务发展与服务水平再上新的
台阶。在党支部书记的带动及示范
下，支部全体党员奋发向上，形成了
以杨玉兵为代表的“为支行发展长
期加班加点的爱岗敬业先锋”，以陈
宇为代表的“身怀六甲仍以服务客
户为第一位的吃苦耐劳先锋”，以贾
涛为代表的“无偿献血捐资助学的
奉献先锋”。在党员先锋的激励下，
六合支行全体员工努力拼搏，力争
上游，支行业务高速发展，在六合地

区 23 家银行中市场占比稳居前 5，
“六合速度”一度传为佳话。

播撒温暖，支行是另一个温馨的家

“人心齐，泰山移”。为提升基层
党组织的凝聚力，由原支部书记牵头，
支行启动“家园文化”工程，全力打造
和谐友爱、温暖温馨的“职工之家”。

打造“学习之家”，设置员工阅览
室，以“三会一课”“统一活动日”“党员
示范月”等为载体，开展各类党员教育
培训，以提高党员思想认识；开展各项
业务技能培训，以提升员工服务水
平。打造“健康之家”，设置健身房和
员工活动室，成立乒乓球、健身等兴趣
小组，定期组织文体活动，让员工锻炼

身体、放松身心。打造“帮扶之家”，成
立帮扶小组，员工有困难，直接找组
织。雁行千里不掉队，“不允许一个员
工掉队”是支行对“家人”的承诺。

心系群众，让真诚与汗水落地生花

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有社会责
任心的企业。六合支行深入实践南京
银行“责任金融、和谐共赢”的企业文
化理念，始终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
服务群众，党员先行，第八党支部创新
地将主题党日活动与社会公益活动有
机结合，将每年6月固定为“党员示范
月”和“社会责任月”，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社会奉献爱心、
贡献力量。

开展“责任金融，情系隆德”捐
书捐物活动，为宁夏隆德贫困学子
送去员工捐赠的 120 千克物资，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开
展“传递爱心，共享生命”无偿献血
活动，成功献血 1500 毫升，点亮挽
救生命的希望；开展“责任金融，回
馈社会”敬老院慰问活动，为雄州敬
老院的老人送去牛奶、水果，帮他们
打扫卫生，老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加入“寻亲救助站”志愿者活
动，为走失儿童寻找亲人贡献自己
的 力 量 ，让“ 团 聚 的 那 天 ”不 再 久
远。在这些活动中，党员模范带头，
支行全员行动，形成了“人人都是志
愿 者 ，人 人 争 做 小 天 使 ”的 良 好 氛
围 。 支 行 积 极 开 展 公 益 活 动 的 事
迹，在六合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站在新起点上，南京银行六合支
行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传承和
发扬党支部书记的带头人作用和支部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为引领，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小网
点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南京银行江北新区分行第八党支部：

不忘服务初心，牢记发展使命7

开捕首日 鱼虾满舱
骆马湖、洪泽湖和长江流域昨日结束禁渔期，平静的水面又热闹起来。
图①：骆马湖渔民开展捕捞作业。 张 伟 贺敬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图②：泗洪临淮镇渔民收获第一批青虾。 张连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图③：镇江润州区新金江社区渔民捕捞江鲜。 陈 岗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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