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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随着最后一车混

凝土成功灌注，盐通高铁全线
最大的管控性工程———盐城南

特大桥 228米连续梁主桥近日
顺利合龙。这是盐通高铁建设

取得的又一节点性成果，也标
志着盐通高铁Ⅰ标附属工程将

全面启动。

盐城南特大桥全长 24197

米，桩基 5982根、承台 679个、

墩身 679个、连续梁共计 7联、
制架箱梁共计 608孔。该桥线

型控制技术复杂、难度大，工艺
复杂，施工周期长，桥下部及上

部结构施工为本标重、难、险工
程。作为施工单位，自 2018年 6

月 5日开工以来，中铁四局大
丰区域经理部严格按照铁路施

工安全操作规程，从制度、管
理、方案、资源方面编制切实可

行的施工方案和措施，确保该
桥施工生产质量、安全，并有效

缩短工期。
盐通高铁是国家规划的

“八横八纵”高铁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盐城现代化交通系

统的主要环节，全长约 158 公
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350 公

里，预计于 2020年年底前建成
通车。盐通高铁建成后，将与已

通车的徐宿淮盐铁路、在建的
沪通铁路共同构成京沪高铁徐

州至上海段的又一条快速通

道，对完善国家沿海铁路动脉，
推动盐城深耕长三角区域具有

重要作用。 （夏恒瑾 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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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江苏古人何时开始用席

子？近日，从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获
悉，考古人员在江苏淮安黄岗遗址发现

一块距今约 6600年的席子，这也是江
苏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块席子，它与

其他文物共同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活
状态。

“这片编织物大约 25平方厘米，因

年代久远，已经有些炭化发黑，从纹理
上看像是芦苇或者竹子。但目前还处在

保护阶段，所以暂时不能确定具体材
质。我们将样本送到美国贝塔实验室检

测，最终确认它的制作时间距今约 6600

年。”考古现场负责人表示，这块席子是

在黄岗遗址内一个倾倒垃圾的灰坑里
发现的。当时出土的时候，与陶片、炭屑

和动物骨头混杂在一起。“席子的使用功

能还有待考据。有可能是凉席，但也有可
能是盛放器物的。”

黄岗遗址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

乡黄岗村，此次因工程建设需要进行抢
救性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红陶釜、鼎、

陶拍和陶支脚等器物。“席子的发现，说明
这里在古代植被茂密、水草丰富，古人获

取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生活也很精致。”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

据了解，黄岗遗址早期遗存属于青

莲岗文化，文化风格与北方北辛文化、南

方马家浜文化、西方双墩文化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它进一步证明淮河中下游地区

存在一个特征鲜明、融合南北、吸纳东西、
自成体系的史前考古文化谱系。（金凤）

南京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新100条”
7条创新举措系全国首创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南

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对外发布
《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新

100条》，其中 7条创新举措系
全国首创。

“新 100 条”共有 6 个方面
100条政策，重点在政务效能、

商务环境、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社会服务和保障机制上寻求创
新突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新 100条”更加突
出“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围绕

企业注册、生产、经营、退出全过
程，推出“设立政策兑现窗口”

“简化跨区域迁移流程”等一批
便利化改革措施。在政策标准

上，南京也将全面接轨国际贸易

投资规则，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做
法，更加突出办理流程标准化、

规范化。
其中，通过“招拍挂”取得的

出让用地首次登记 1 个工作日
办结、在全市范围实现基于手机

移动终端的不动产登记与水电

气有线电视业务的线上联动办
理服务、拿地即开工、人才房定

向优先供应、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服务全覆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一站式服务、全要素支持创新创
业等 7条举措是全国首创。与此

同时，南京对标先进城市的“最
优政策”，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政策、“多规合一”业务协同服

务、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管机制、创新环境纠纷案件责任

承担方式等 47条措施达到目前
国内领先水平。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土壤，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综合体现。2018年，南京市发布

“优化营商环境 100条”，主动拆
除政策藩篱，目前市级部门“不

见面审批”事项占比已达
95.11%。下阶段，南京将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为各类市场主
体投资兴业营造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良好环境，全力打造全国
营商环境示范城市。

    本报讯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整合设立浙江

永嘉经济开发区等的复函》，正式同意整合设
立浙江永嘉经济开发区、浙江南湖经济开发

区和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实行省级经济开
发区政策。

根据《复函》指出，浙江永嘉经济开发区
规划面积 11.58 平方公里，分瓯北、黄田、三

江、乌牛四个区块；浙江南湖经济开发区规划

面积 8.02平方公里，分 A、B两个区块；浙江

路桥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13.52 平方公里，
分三个区块。

《复函》强调，开发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形成产业

特色鲜明、综合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集聚区。
要致力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增强体制机制创新活力，更好

发挥开发区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区域

经济新的增长点。

《复函》还对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严
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执行土地供

应政策、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等具体建设要求。
截至目前，浙江拥有 21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60个省级经济开发区、8家海关特
殊监管区和 7家参照省级经济开发区管理单

位，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

放新格局。 （胡亦心）

    为加速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去年嘉兴各级税务机关依托“互
联网+”打造智慧税务，有效实现纳税人网上

办税“零成本”“零次跑”，铺就了一条便捷办税
“高速网路”。据统计，嘉兴市去年网上综合办

税率达到 89.5%，位居全省“第一梯队”。

少跑“马路”跑“网路”

“原本要 20天才能完成的企业税务注销
工作，现在最快当场就能办结。”近日，嘉兴市环

诚会计事务有限公司需要办理税务登记注销
手续，该企业负责人并没有赶到税务部门，而是

坐在办公室里通过浙江省企业注销“智能一网
通”平台，仅花了几分钟就完成所有注销手续。

企业税务注销是纳税人办理的常见涉税

事项之一，也是税务部门日常受理较多的涉
税事项。以前，由于数据不通，企业办理注销

业务并不轻松。为此，嘉兴税务部门主动乘

“互联网+”东风，打通市场监管、税务、人社、
商务、海关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了企业税务

注销流程再造，化繁为简，服务更优，有效破
解企业注销难题。

当前，国家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已经送
达，那么，如何切实解决办税中的痛点、堵点

和难点问题，实现办税环节更简、流程更优、

时限更短？“主动打破信息壁垒，构建统一高
效、互联互通办税系统尤为关键。”嘉兴市税

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让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实

现办税时间最短，嘉兴各级税务机关立足推广
网上办税这一主阵地，在办税服务厅建设电子

税务局体验区，已达成 140个涉税事项实现全
流程网上办理，关联业务一次办结，尤其是材

料电子化率达 96.36%，纳税人平均办税时间

仅需 7分钟左右。

铺就纳税服务“高速路”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举措，去年除了政务环境得到进

一步优化之外，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嘉兴市税
务部门还在优化办税流程上下功夫，在提升

服务质效上“出实招”，取得了积极成效。
“目前，在确保 140项‘最多跑一次’事项

清单实现‘网上办’的基础上，我们紧盯‘互联

网+政务服务’指标。如：网上办事实现率、跑
零次实现率、掌上办税实现率实现‘3 个

100%’。”嘉兴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加大自助办税推进力度，我们不断拓展业务

范围，实现自助窗口功能互补和线上线下业
务融合，将自助办税向村、镇、银行网点延伸，

不断缩小办税半径。

如今，嘉兴智慧税务建设让纳税人办税搭

上信息化快车。据悉，为拓展办税渠道，嘉兴持
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税务部门拓展电

子税务局应用广度，实现税务登记、发票业务、
纳税申报、减免税备案等即办事项的全程网络

化办理及各类非即办事项的网上受理与流转。
据统计，纳税人选择通过网上办税的比例，占到

全部税务业务的近 90%。

“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大数
据时代，‘互联网+’给纳税服务内容、范围、方

法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可喜变化。”据嘉兴市税
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让纳税人缴税更便

捷，全市各级税务部门深化税银企 TIPS 扣
款、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合作应用，拓

展 BOS银闪付布点，建立 40个社会化便民服
务网点，将服务触角向村、社区延伸，使纳税人

享受便捷缴税最大化。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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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个涉税事项全程网上办
嘉兴依托“互联网＋”打造智慧税务

浙江新增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目标：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江苏人何时开始用席子？
最新考古发现：6600年前

    本报讯 如皋市民政局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该市百岁老人总数再创新高，
首次突破 500位。截至 2020年 1月，如

皋百岁老人数已达 524位，比上年新增
84位。

如皋是著名的“世界长寿乡”，现有
总人口约 142万人，60周岁以上老人数

39.17万人，占总人口 27.6%。其中：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6.52万人，90周岁
以上高龄老人 0.92万人，老龄化、高龄

化程度远超全国和江苏平均水平。为应
对老龄化，该市积极构建多元化高质量

养老服务体系，落实惠老优待政策。
2019年发放尊老金 6100多万元；向全

市 60周岁以上的农村低保、五保以及
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赠送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险；投入资金 540多万元，完
成 70家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任务，提

升机构养老服务质量。（马志刚）

    湖州市德清

县乾元镇中心小
学近日举行迎新

春生肖剪纸主题
活动。在该校剪

纸老 师 的 指 导
下，学习制作各

种生肖“鼠”、福

字等剪纸作品，
表达出对新春的

期盼和祝福，迎
接农历鼠年春节。

王正 摄影报道

巧手剪纸
喜迎新春

如
皋
百
岁
老
人
突
破
五
百
位

德清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