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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华袁1985年出生袁 现任云石山乡人大副主
席尧妇联主席遥自当选妇联主席袁从事妇女工作以来袁
她把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妇女事业上袁 任劳任怨地
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尧办好事袁得到了妇女群众的赞许
和认可遥

强化阵地袁巾帼建功有行动
新时代新风貌新要求袁为了激发妇女内生动力袁

打造一批云石山乡的巾帼品牌袁 吴丽华积极倡导妇
女带头创业袁打造乡野妇冶字头企业品牌遥加大技能培
训尧电商创业培训袁先后带动了 30多名妇女进行电
商创业遥 2017 年云石山乡本土妇女创业市值达到
1000余万元遥 同时袁积极组建培训村妇女干部队伍袁
运用野三联三化冶的工作机制袁借机借力推进妇女维
权行动遥 全年共计调解家庭暴力纠纷 11起尧法律帮
扶共计 8起遥积极推进野妇女之家冶的创建袁努力实现
妇女之家在全乡的全覆盖袁 目前云石山乡田心村已
率先完成村级妇女之家的创建遥

树新风袁扶贫路上结硕果

2017年 5月袁吴丽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
国扶贫开发协会的表彰袁 被授予 野全国扶贫先进个
人冶 的荣誉称号袁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接见了
她遥 作为一名基层女干部袁她利用自己所学袁积极帮
组自己结对帮扶的对象袁在教育扶贫尧就业扶贫尧健
康扶贫等方面给予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帮扶遥 特别是
在关心两癌筛查工作尧心防建设工作中袁她积极号召
社会力量一起帮助乡弱势妇女儿童遥 2017年先后有
清华大学 EMBA浙江团和中华儿慈会来到云石山
乡对 200多位妇女儿童进行了物质和资金的捐赠遥
同时她还以自己挂点村作为示范点袁 组建起一支妇
女志愿服务队伍袁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袁发挥妇女优势
力量袁在卫生整治尧新农村建设尧乡风文明等工作上袁
发挥妇女的作用遥 这一批娘子军袁像一股新鲜血液袁
在推动当前的中心工作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遥
现在各个村已经掀起了一股妇女干事的风潮袁 积极
推动着脱贫攻坚工作遥

心系寡弱袁情暖留守儿童
为让留守在家里的孩子得到更好更多的照顾袁

在她精心策划下组建了野留守儿童之家冶袁创新性
开展工作袁组建了野长征第一山文艺队冶野青少年合
唱团冶袁 经常组织留守儿童开展朗诵红色文章尧聆
听红色故事等教学活动袁并通过歌曲尧舞蹈尧小品
等鲜活的形式宣传长征精神和红色文化袁 补足儿
童的精神之钙遥 并因地制宜依托省级农家书屋和
村级活动场所袁 开展留守儿童读书节及一系列娱
体活动袁定期开展心理问题疏导等袁全方位尧立体
式为留守儿童搭建健康成长的乐园遥创立野五个一
批冶的帮扶机制袁有 74 名留守儿童由 60 位名党员
干部尧社会爱心人士等开展结对关爱袁云石山野留
守儿童之家冶通过完善制度尧搭建载体尧强化功
能尧丰富活动等措施打造了关爱留守儿童的云石
山样板遥

凭借全身力袁赢来万里霞遥吴丽华说院野人活着能
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气冶遥 2017年 5月吴丽华荣获
全国扶贫先进个人袁 在今年 3月 6日召开的赣州市
庆祝野三八冶国际妇女节 108周年表彰大会上评为赣
州市优秀妇女工作者袁 同时云石山乡妇联被我市评
为 2017年度先进妇联组织遥

疾控专家提醒要要要

近期重点防范四种病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3 月 10 日袁记者

从疾控部门了解到袁初春时节袁流感尧H7N9
病毒感染尧病毒性腹泻以及手足口病高发袁市
民应重点加强防范袁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遥

疾控专家表示袁当前仍处在冬春季流感
流行期内袁 流感仍处在较高的活动水平袁建
议儿童尧60岁以上老年人尧 慢性病患者等重
点人群在做好日常防控措施的同时袁及时接
种流感疫苗遥 当前活禽市场等禽类外环境中
禽流感病毒污染面广袁禽类环境中低致病性
与高致病性 H7N9禽流感并存袁发病风险依
然存在遥 应避免接触病死禽类袁尽量避免直
接接触活禽类尧鸟类或其粪便袁加工处理生
禽肉和蛋类后要彻底洗手遥 冬春季是病毒性
腹泻的活跃期袁其中轮状病毒腹泻和诺如病
毒腹泻较为常见遥 学校务必做好晨检工作袁
第一时间发现病例遥 做好患者管理院学校发
现呕吐尧腹泻患者袁应立即建议病例就医并
居家休息袁避免引起校内传播遥

春光无限好
踏青正当时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3月 9日袁冷空气

带来的雨水停歇袁我市重新躺进了阳光的怀
抱遥淋浴着春光袁众多市民争相走向户外袁踏
青赏春袁陶醉在生机盎然的美丽春景中遥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袁 未来几天袁我
市总体上仍以晴好天气为主袁而且最高温将
回升至 20益以上袁 正是不冷不热刚刚好的
醉美春日时光袁很适合出游踏青遥 气象专家
提醒需要注意的是袁尽管阳光明媚袁但早晚
温差大袁 外出踏春的人们应注意添减衣物曰
由于雨后转晴袁 一些地方很容易出现大雾袁
大家尤其是开车出行的司机朋友要留意气
象尧交通等部门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袁以便
提前避开起雾时段和路段遥 雨过刚晴袁山岭
乡野道路依然湿滑袁应特别注意安全遥 过敏
体质的人群袁须防花粉过敏遥

1尧全面落实营改增试点政策遥帮
助纳税人用足各项过渡安排和优惠
政策袁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遥
自 2017年 7月 1日起袁原适用 13%增
值税税率的货物税率降为 11%遥营改
增试点期间袁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
售或委托加工 17%税率货物的农产
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遥进一步扩大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
点行业范围袁统一部分行业或企业农
产品扣除标准遥

2尧 落实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遥 自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
月 31日袁 将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
惠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万元
提高至 50万元袁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 50 万元渊含 50 万元冤的小微企
业袁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袁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遥

3尧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遥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袁将科
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 尧 新产
品尧新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袁由
50%提高至 75%遥 科技型中小企业
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袁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
益的 袁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袁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
前加计扣除曰 形成无形资产的袁在
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遥

4尧 将部分到期税收优惠政策延
长至 2019年年底遥 对物流企业自有
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计征
城镇土地使用税曰 对高校毕业生尧登
记失业人员尧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袁按规定扣减增值税尧城市维
护建设税尧教育费附加尧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渊企业冤所得税等遥对金融机

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遥

5尧 增加企业公益性捐赠从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年限遥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袁 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袁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曰 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袁 准予结转以后 3年内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遥

6尧 调减部分企业印花税核定征
收计税金额比例遥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袁将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方式的
工业企业的购销金额尧商业企业的购
销金额尧货物运输企业的货物运输收
入尧 仓储保管企业的仓储保管收入尧
加工承揽企业加工或承揽收入的印
花税核定征收计税金额比例分别由
现行的 70%尧40%尧100%尧100%尧100%
下调至 50%尧20%尧80%尧80%尧80%遥

(未完待续冤

巾帼建业领军人
要要要记赣州市优秀妇女工作者吴丽华

阴张桂英 本报记者刘芬

省人民政府关于精准深入推进降低企业
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补充意见

荨3月 8日袁 瑞林镇下坝卫生院巾帼
医护志愿队进村入户为村民检查身体袁对
健康档案摸排的重点人群逐户上门服务遥
图为志愿者在安全村为贫困户检查身体遥

范建明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