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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旭

黄振贤，县人民法院石浦法
庭副庭长，2015 年入党。工作
中，他始终秉持“公正办案，以
民为本”的职业理念，承办各类
新型案件，涉稳涉众、社会影响
大的敏感案件等疑难复杂刑事案
件。近三年来，共审结案件 600
余件，各项质效数据在全院名列
前茅。其间，审结了本市首例县

监察委员会侦办的贪污案、涉案
人员 64 人的特大跨省电信诈骗
案、涉案金额 1亿余元的平台诈
骗案等。在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中积极发挥专业能力，参
与线索排查和案件会商，依法从
严从快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审结了本县首例涉黑案件。2017
年荣立个人二等功，2018年被评
为全市法院刑事审判业务能手。

（县人民法院推荐）

黄振贤：刑事审判业务能手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张根苗

本报讯 日前，由泗洲头镇出资
援建的官地镇岗子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已投入使用，这是象山与敦化
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不断深入、协

作内容逐渐细化的具体实践。
岗子村是敦化市官地镇下辖的

一个自然屯，现有村民 316户，人
口共 998 人，以种植玉米、大豆为
主。该村离镇区较远，村内没有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今年，在敦化市农业
农村局的协调下，泗洲头镇到村内
调研，决定投资 10万元援建村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据了解，该文明实践站采用彩
钢房建设，共 220 平方米，主要涵
盖主题宣传及志愿服务体系两大
类，通过搭建理论宣讲、教育服务、
文化服务、科技科普服务、健身体育
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和乡风文明建
设七个主题宣教平台，并组建由村

内党员、村民志愿者、爱心人士及包
保单位等群体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伍，为当地提供政策宣讲、文化交
流、矛盾化解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文
化生活服务项目，切实有效改善当
地民生。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励志脱贫
的“加油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建设，目的是为了宣传思想政策，传
递文明风尚，培育淳朴民风。”岗子
村党支部书记徐文有介绍，村里还

将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讲述创业致
富故事、挖掘脱贫励志模范等形式，
进一步增强村民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脱贫致富的动力和信心。

下一步，泗洲头镇将继续支持
岗子村的发展建设，结合该村实际情
况，通过培训村民、提高村民、富裕村
民，走出一条集政策宣传、村民培训、
教育脱贫、崇贤尚德的新路子，真正
实现群众在哪里，脱贫攻坚就延伸到
哪里。

泗洲头镇捐建敦化岗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吴寒芳 杜德伟

本报讯 新兵入营一个月，处
于思乡恋家的“波动期”、紧张训练
的“适应期”。日前，县人武部新兵
入营回访小组奔赴上海海军某训
练基地、甘肃张掖陆军某部、西藏
昌都军分区开展新兵回访工作，激
励新兵扎根军营、安心服役。

急新兵之所急，解新兵之所
忧。回访过程中，我县回访小组成
员和新兵们以座谈会的形式，通过
政策宣讲、典型激励、集中座谈、传
递亲人关怀、分发慰问品等方式，
积极配合部队做好入伍新兵思想

稳定工作，鼓励新兵安心在部队服
役，认清楚投身国防使命光荣，激
发大家扎根军营、立志奉献的斗志
和热情。每一位象山籍新兵目光如
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一定在部
队淬火成钢，磨砺军人品质，为祖
国的国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
力量。

近年来，县人武部坚持落实新
兵回访制度，积极主动与接兵部队
加强沟通联系，制定详细的回访部
队计划，有针对性地做好入伍新兵
跟踪帮助和管理工作。下一步，县
人武部还将分两批赴江苏、山东、
浙江、福建、广东、北京等地进行回
访慰问。

我县开展新兵回访工作

耕地占用税有关政策（二）
一、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

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二、军事设施、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

用税。
三、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工程占用耕

地，减按每平方米二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四、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按照象山县适用

税额每平方米四十五元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五、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新建自用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部

分，免征耕地占用税。
六、农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条件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自用住宅，免征耕地占用税。
七、依照《耕地占用税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

税后，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不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情形的，应当按
照当地适用税额补缴耕地占用税。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重点解读
（五）失信企业惩戒措施
针对失信企业的管理措施由原来规定的四项增加至八项，除了适用 80%的平均查验率外，主要体

现在：
一是“不予免除查验没有问题企业的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这是国务院出台的降低企业经营成

本、促进外贸经济发展的一项优惠措施，经海关查验没有问题的，免除企业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费用
由国家承担，但失信企业不得享受该项优惠。

二是“不适用汇总征税制度”，一般信用企业和认证企业可通过汇总征税方式办理通关手续，失信
企业须逐票缴纳税款。

三是“除特殊情形外，不适用存样留像放行措施”，除危化品和鲜活、易腐、易变质等不宜保存的货
物外，失信企业进出口的其他货物在通关环节不适用存样留像放行措施。

四是“经营加工贸易业务的，全额提供担保”，国务院已经取消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但经
营加工贸易业务的失信企业，需要向海关提供全额担保。

五是“提高企业稽查、核查频次”，这与高级认证企业的优惠措施正好相反。
六是“国家有关部门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对海关失信企

业实施联合惩戒的专门文件，覆盖全国省、市、县各行政层级，从执法管理、市场准入、行业规范、社会认

同等不同方面采取了 39项限制措施，涵盖工商、税务、质检、金融、环保、司法等重点领域，企业法人、高
管也纳入限制范围。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郑勇寅

本报讯 10月 4日 14时，泗洲
头镇墩岙塘村养殖户倪卫国顺利获
得梭子蟹气象指数保险赔付 10.08
万元，这是今年第 18号台风“米娜”

来袭期间，宁波地区受理的首笔政
策性农业保险理赔。

据了解，台风“米娜”带来的狂

风暴雨，给我县泗洲头镇、鹤浦镇
等沿海地区的养殖户造成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其中，强降雨导致的
海塘海水淡化，让养殖户倪卫国的
504亩塘养梭子蟹严重缺氧，损失
惨重。

10月 2日中午 11时 20分，人
保财险象山支公司接到倪卫国报案
后，第一时间通过自主查询气象数

据系统确认其所在区域 24小时雨
量数据，并委派专员于 14时前往县
气象局下载气象证明，16时 55 分
该案件完结。从报案到结案，整个过
程仅用了 5个多小时，实现了高效、
精准理赔。

据了解，我县于 2017 年启动
塘养梭子蟹气象指数保险，至
2019 年共有投保户数 78 户、

7557.3 亩。“根据条款规定，当塘
养梭子蟹所在区域 24 小时降雨
量达到 70 毫米以上即触发理赔
标准。理赔时，我们只需对约定气
象站点雨量指数进行确认即可。”
人保财险象山支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县梭子蟹气象指数
保险出险 7557.3 亩，估损金额为
151万元。

我县完成台风“米娜”全市首笔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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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美珍 实习生 郑露

本报讯 10月 7日晚上，“守
初心 担使命”沪象老兵情暖东
溪重阳晚会在新桥镇溪东村热
闹上演。这场由上海金音艺术团
带来的公益演出，将村民们欢庆

国庆、暖度重阳的喜庆气氛推到
了高潮。
据介绍，今年重阳节前后这两

天对新桥东溪村村民来说，都是难
忘的日子。东溪村的村贤来了，80
多位村贤们齐聚村庄，共谋发展；
还有上海金音艺术团来了，他们身

着军装，威武挺拨，用一首首红歌
唱出对祖国最深情的爱……

东溪是个大村，有 83名退
役军人，2018年 8月成立了东溪
村退役军人服务站。2019年，东
溪村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中队
获“县最美退役军人团体”称号。

上海金音艺术团团长是东溪村
党支部书记钱勇臻的战友，他看
到战友全情打造的东溪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为民服务，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深为感动，因此带领
艺术团为来到东溪，奉献了一台
高品质的晚会。

9 月 30 日晚上袁野唱响主旋律 颂歌
献给党冶爵溪街道第三十三届文化艺术节
闭幕式暨象山县声乐比赛颁奖晚会举行遥
现场热闹非常袁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叶我和
我的祖国曳袁提前给祖国庆生遥

据介绍袁9月 13 日袁 爵溪街道举行
了唱红歌大赛袁 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歌
唱爱好者袁 满怀热情用嘹亮的歌声唱响
对党尧对祖国的热爱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成
人组和少儿组各评出一二三等奖和最佳
风采奖袁共 16人获奖遥当天晚会现场袁16
位选手上台领奖袁 并用歌声表达对祖国
的爱遥

（记者 欧乔娜）

唱响主旋律 颂歌献给党

记 者 夏超明
通讯员 杨赛晶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前夕，
大徐镇社会事务管理人员对辖区
内失独家庭进行走访慰问，送去了
节日的问候和关怀。

据了解，大徐镇有 4户失独家
庭。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与失独
家庭成员进行亲切交谈，询问他们
的生活、身体状况和存在的困难，
并送上血压计和营养品，鼓励他们
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重阳节前慰问失独家庭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莫燕红

本报讯 近日，全市送药上山
进岛工作推进会议在我县召开。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
建设是省政府确定的 2019 年十
大民生实事项目，以着力解决偏远
山区群众“购药远、购药难”等问
题，打通药品供应“最后一公里”。
自此项工作任务下达以来，我县相
关责任部门认真推动，在深入鹤浦
镇、高塘岛乡、西周镇、泗洲头镇等
海岛偏远地区及新桥影视城等旅
游景点进行调研后，制定送药上山
便民服务点药品管理制度，因地制

宜采用“零售药店 +配送企业”、
“村卫生室 +批发企业”、设立自
动售药机等模式，与供药单位签订
“上山进岛”为民寻药合作协议，确
保用药环境安全有效性，供药的及
时性，药品价格合理性。目前，我县
已设立象山鹤浦大众药房、儒雅洋
村卫生室、泗洲头镇灵南社区卫生
服务站、黄公岙村卫生室等 4个送
药上山进岛服务点。

我县作为全市送药上山进岛
工作的先行者，在会上作经验做法
介绍。各县（市、区）与会代表对服
务点长效运营机制、实效性等难点
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市送药上山进岛工作
推进会议在我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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