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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潘丹云 实习生 刘
润豪）4月9日，历时
5 年编纂的《奉贤区
建设交通志》正式出
版。

全 书 记 载 了
1985 年至 2013 年内
奉贤区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市容环卫、
交通运输、建设规划
等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全志共有15篇、
60章、244节、689目，
共计120万字。

全区各镇农机服务组织认真做好近千台拖拉机、插秧机和穴
播机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图为青村镇青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在对拖拉机进
行维护保养。 （王菊萍/摄影报道）

做好农机保养为春耕作准备做好农机保养为春耕作准备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今年
1—2月，上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已缴纳税收4290万元，是去年
同期的44倍。这得益于去年1月，奉
贤综合保税区争取到的由国家税
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赋
予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政策，作为全国第二批17家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中的上海市唯一试点
单位，奉贤综保区帮助企业大大节
约成本，提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利用两种资源的能力。

今年3月20日，奉贤综合保税
区正式揭牌，核准面积为1.88平方
公里。2018年4月18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上海闵行出口加工区”转
型为“奉贤综合保税区”，这是本市
首批获准转型的特殊监管区域。在
综保区相关负责人看来，“名称变
化的背后，是贸易投资更便利，区
域产业布局和发展能级更优化的
华丽转身。”

作为综保区内的“元老级”企
业，晶澳抓住了转型升级的溢出效
应，在没有加入一般纳税人试点之
前，国内供应商销售给公司的原材
料属于出口，不能足额退税。“原材
料退税率大部分在 9%-13%之间，
与区外同类企业出口成品退税率
17%相比要差4%，一年大概要多支
出约 2600 万元。”公司总经理赵杰
坦言，试点后这笔钱就省下来了。
跟晶澳一样，纳图兹家具（中国）有
限公司也即将进行试点。

“综保区的政策红利还有很
多，如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贸
易、保税维修、保税展示，还能开展
研发、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融

资租赁等业务。”综保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是基于综保区有优惠的
税收、贸易管制、保税监管、外汇等
政策。海关对综合保税区实行封闭
管理，境外货物入区保税，境内货
物入区退税，企业可节省成本。

同时，转型为综保区之后，可
以优先享受自贸区创新制度，近来
奉贤综保区已复制推广“境内外维
修检测”“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

“卡口智能化验放”“内销选择性征
税”等30项政策。

目前，奉贤综保区已落户企业
24家，集聚了以晶澳太阳能为代表

的保税制造、以近铁物流为代表的
保税物流和以卓耘电子为代表的
保税服务企业，逐步成为南上海进
出口贸易的重要窗口。

而根据国务院年初出台的《国
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

“21项任务举措”，奉贤区根据自身
产业特色制定了规划，下一步将打
造“东方美谷”国际服务贸易集成
平台，以保税研发设计、保税展示
交易、保税维修检测为主要功能，
建设全国首个以美丽健康为主导
的综合保税区。

据了解，保税研发设计中心主
要聚焦生物医药方面的科研项目，
支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入驻，为

“东方美谷”产业提供新的科研阵
地。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融合“美
谷美购”线上平台、区内的保税仓
储和区外的保税展示，实现线上线
下同步运作。去年以来，张铁军翡
翠的保税展示项目、林登国际的化
妆品保税展示项目等已相继落户。
保税检测维修中心将开展高技术、
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检
测和全球维修等业务。

成为本市首批获准转型的特殊监管区域

奉贤综保区有哪些政策“红利”？

□通讯员 肖文华

一帮本需要别人关爱照顾、志愿
服务的残疾人，却处处帮助他人，用不
健全的身躯、坚强的意志和一颗感恩
的心，从受助到助人，真情奉献爱心，
志愿服务他人，无偿回报社会，让人感
动、让人温暖。虽然身躯孱弱，但他们
并不把自己当成弱者；虽然力量有限，
但他们的爱心丝毫不打折扣。在青村
镇，就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志愿者服务
队、一支超越自身极限的“爱心团队”，
它就是由镇残联发起成立的“青溪阳
光志愿者服务队”。

今年，在青村镇“3.5学雷锋”活动
现场，这支特殊的志愿者服务队又提
早来到。他们，十来个人，现场一字排
开，迅速忙碌起来。只见盲人按摩、理
发、修鞋子、磨剪刀，还有现磨咖啡、爱
心义卖的地方，顿时人头攒动，成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排队、大家排队
……”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十几分钟，
早早收到“情报”的大爷大妈们就赶到
现场，他们很多已是“青溪阳光志愿者
服务队”的老客户了。就这样，这支去
年5月成立的与一般公益团队不一样
的志愿者服务队，已经备受社会关注
和市民喜爱。

虽然还不到20人，但在“学雷锋”
“助残周”“志愿者日”等不同的公共活

动场所，经常会见到他们参加志愿服
务的身影，在特困家庭中也能看到他
们上门服务，在福利院、敬老院还能看
到他们给老人理发、推拿、按摩、修理、
缝补等志愿服务……他们坚持每月12
日、25日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两次，
分别到区福利院、镇敬老院和各个行
政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平时还各自
分散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队
长谭锦林已坚持3年有余，为西吴村5
组一位重残病人上门理发服务，从不
间断；副队长沈士晓是个全盲人，却已
坚持多年为村居老人、阳光家园残障
人员推拿按摩，用自己的一双手，不懈
追求着心中的微光。在这支“青溪阳光
志愿者服务队”中，虽然有好几位都是
全盲人和重度肢残者，但个个都有闪
光点，都有一技之长，会推拿、按摩、理
发、修理、缝补等手艺。更值得称赞
是，他们都残而有爱、残而有梦，都有
一颗奉献他人、回报社会的心，有不少
人已经在几年前就参加到了志愿者服
务的行列，守望着心中的梦想！

成立“青溪阳光志愿者服务队”以
来，他们更有了参加公益活动的平
台。队长谭锦林不无感慨地说，通过
参加镇残联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接触残疾人多了，发现很多人平时
不愿与人沟通交流，对生活缺乏热
情。镇残联有了成立残疾人志愿服务

队的想法，并作为社会治理创新项目
加以实施推进，目的就是想把一些有
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聚在一起开展公益
活动，既能帮助更多的困难者，也能搭
建起残疾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在
服务他人的过程中，队员们自己也变得
更加乐观、自信、自尊，他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身的价值。“我想通过自己残
疾的身躯帮助身边人，让更多的人知
道，我们残疾人不是社会的包袱，对社
会也是有用的。”一位肢残队员如是说。

“自强”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更多的是坚守和付出。做公益活动经
常没有补贴，有些工具还是自己贴钱
买的，而且携带这些东西出门也很不
便和劳累，但他们总是克服困难，坚持
下来。有3位队员家里开了养家糊口
的小店，每次参加公益活动都要打烊
关门，做了公益就停了家业，还不时招
来顾客训话：“你家这个店到底还开不
开？”但他们都会付之一笑，为了做公
益始终无怨无悔。

他们以超出常人想像的艰辛和努
力传递真情，回报社会，用点滴善行浇
灌公益之花。

本报讯（记
者 邵毓琪） 4
月 9 日，奉贤区
召开农村人居环
境及“大棚房”整
治工作会议，部
署 2019 年 度 奉
贤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重点工作，
并 通 报 了 全 区

“大棚房”整治工
作情况。

会议要求各
相关部门要充分
认识人居环境整
治 工 作 的 重 要
性，坚持条块结
合、明确主体责
任、做好工作统
筹；要坚持问题
导向、底线思维，
找准工作短板，
把人居环境整治
与和美宅基、五
违四必、垃圾分
类等专项工作结
合起来，不折不
扣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针对“大棚
房”整治工作，会议强调，相关部门
要提高站位、以拆为主，以不侥幸、
不拖延、不抱怨、不留死角、不畏缩
的积极态度，做到分类到位、转性到
位、处置到位，全面完成好“大棚房”
整治工作。

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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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重大工程昆阳路越江及配套道路工程闵浦三桥，正在进行主塔中塔柱第十一节施工，预计到今年
6月底，主塔中塔柱交汇段浇筑完成，开始上塔柱施工作业；南岸（奉贤段）引桥预制立柱、盖梁吊装基本完成。
据悉，昆阳路越江工程预计2020年内基本建成。 （王菊萍/摄影报道）

闵浦三桥完成主塔中塔柱交汇段浇筑闵浦三桥完成主塔中塔柱交汇段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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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而有爱，他们的人生也精彩
——记青溪阳光志愿者服务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