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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纳税人：
个税年度汇算依

法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结束。请您在法定
时间段内抓紧办理年
度汇算，确保能及时获
得退税，充分享受改革
红利，也避免因逾期申
报补税而产生税收滞
纳金。

请您通过手机个
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
然 人 电 子 税 务 局

（https：//etax. chinatax.
gov.cn）进行年度汇算
申报并办理退（补）税。

感谢您对税收工
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国家税务总局济
南市济阳区税务局

关于按时完成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温馨提示

全区广大市民朋友：
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是精神

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认真遵守执行殡
葬法规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给子孙后代留
一片青山绿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根据国
家、省、市、区关于殡葬工作的有关规定，我
们真诚的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够支持理
解，并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全区移风易俗绿
色殡葬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科学尽孝道。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传统美德，老人在世时，多关心孝敬，
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人去世
后，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提
倡丧事从简、厚养薄葬，以节俭方式寄托
哀思。

二、文明办丧事。在农村，规范办丧时
间，积极推广一日办丧，不摆筵席、不收礼
金、不雇用乐队、不沿街游丧、不使用棺木，

推广以“播放哀乐、宣读逝者生平、鞠躬告
别”为主要内容的“追思会”；在城区，不在
家停尸祭奠，不在户外搭设灵堂、播放吹奏
乐曲，严格控制一次性花圈的使用，不在具
备专用焚烧炉的殡葬服务机构以外场所焚
烧冥纸或逝者遗物等祭祀用品，不在城市
道路、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摆
放、抛撒和焚烧祭祀用品。尊重少数民族
的丧葬习俗，按自愿原则改革丧葬习俗。

三、安葬要生态。积极采用先人纪念
林、树葬、原地深埋不留坟头、骨灰存放等
节地生态绿色殡葬方式。2020 年 7 月 1 日
起，对新去世需要安葬的，一律安置到合规
公墓（骨灰堂），或免费寄存在殡仪馆，或深
埋不留坟头予以安葬，确保全区不再新增
分散埋葬坟墓；积极配合传统墓地和分散
埋葬坟墓治理工作，通过免费安置在合规
公墓（骨灰堂），或“合规范、去坟头、改卧
碑、增绿化”原地整理美化，2020 年年底前

完成居民区周边、工业园区周边、“三高沿
线”可视范围的散葬坟墓治理工作。

四、从业讲规范。我区将全面加强对
“农村使用棺木、大操大办，城区在家停尸
祭奠、户外搭设灵堂、焚烧冥纸祭品”等不
文明丧葬行为的制止工作；加强丧葬用品
市场整治和监管，对制作及销售棺木、石材
等土葬用品的店铺、工匠、祭品商铺业主
等，进行严厉打击和取缔，请相关从业人员
自觉整改杜绝以上行为，规范服务。

五、政策要熟知。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我区户籍居民亡故后，免费提供遗体接运、
车辆和遗体消毒、遗体火化、普通骨灰盒等
基本殡仪服务；为方便城区居民办理丧事
活动，区殡仪馆开设了专门的守灵业务，提
供守灵所需的部分祭奠用品，并满足丧属
在守灵期间的食宿需求，免费提供取灰休
息室、停车场、饮用水、复印、雨伞、老花镜
等便民设施和服务，并推出丧事代办服务

项目，帮助城区范围内有需求的居民提供
专业、优质的殡葬白事24小时一条龙服务，
尽心竭力满足群众多样化丧葬需求；选择
骨灰撒散、海葬、树葬、花坛葬、草坪葬、骨
灰存放及深埋不留坟头等安葬方式的，给
予 1000-4000 元奖励（标准要求、申报方
式，可咨询镇街民政办）。

六、党员带好头。全区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要严格落实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
色殡葬建设的相关要求,带头推进节地生态
安葬，带头实行节俭治丧，带头治理分散埋
葬，并加强对直系亲属丧事活动的教育，主
动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绿色殡葬的推动
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以正确导向和行为
示范带动广大群众转观念、破旧俗、数新
风。

济阳区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
殡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30日

——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倡导移风易俗 推动绿色殡葬建设

行政审批服务局

组织召开建筑许可指标

审批会商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近日，区行政审批局组织召开办理建筑许
可指标专班会议，就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提效等问题进
行集体会商。

根据省、市优化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标准要求和项目管家服
务需求，会议选定近期拟集中办理设计方案联审的6个建设项
目，作为审批提速和管家服务的试点项目进行全程帮办。

会上，与会企业分别介绍了项目基本情况和下一步工程进
展安排，及目前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审批部门
对建设项目审批环节进行集体会商，对每家企业目前情况进行
逐一分析指导。

区行政审批局负责人要求，各审批部门要本着科学、合
理的原则，实施“并联审批”，推行“多审合一”制度，进一步优
化审批流程，积极调整审批时限、审批顺序，及时指导企业合
理穿插办理手续，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提效，助力企
业推进项目建设进展，持续优化济阳区营商环境。涉及办理
建筑许可指标专班成员部门、项目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杨春红）

对台中心

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区对台中心机关党支部围绕“锤炼党性践初

心 献礼建党99周年”主题，组织召开了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了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志愿服务活动。身着红色马甲

的党员们手持劳动工具，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奉献精神，
对小区商铺、楼梯角落等卫生死角的烟头、落叶及“牛皮癣”等
进行一一清理，对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配合社区
干部做好创文巩卫宣传，挨家逐户地向小区居民和商铺业主讲
解卫生城市的要求和规定，发放除病媒生物防制、吸烟有害健
康等宣传手册，引导小区居民和商铺业主形成爱卫生、讲文明
的良好风尚，巩固创卫成果，进一步营造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全
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活动结束后，在单位会议室，重温了入党誓词，听取了题为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勇当对台经济尖兵”专题党课，开展了理
论中心组学习活动，学习警示教育月刊。 （罗 磊）

垛石镇南街村

积极建设蔬菜大棚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麦收过后，在垛石镇唐庙管区南街村，一派繁忙

景象，六台挖掘机正在紧锣密鼓热火朝天的建设开挖冬暖式日
光蔬菜大棚，这是南街村今年麦收过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南街村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努力打造
乡村振兴新路径。围绕如何让群众增收致富，发展经济方面，
南街村党支部从实际出发，借鉴外地和周边村的经验，发动党
员群众积极参与，确定了以樱桃西红柿为主，间作其它反季节
蔬菜水果的发展思路，新上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13个。在支部
引领，宣传发动，党员参与，自发组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和引领作用，顺利完成了政策咨询、筹措资金、调
整土地、签订协议、缴纳保证金等一系列工作，现已进入建设阶
段。预计七月中旬即可完成棚体开挖、水电安装、道路整平、铺
设大棚膜、安装草帘、田垄整平、测土配方等工序，九月份开始
种植，春节前即可实现头茬樱桃西红柿上市，仅此一项预计每
个蔬菜大棚每年可实现收入 10 万元。2018 年 4 月份到村担任
党支部书记的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局长、党总支委员张辉连
日来一直坚持盯靠在大棚建设现场，和群众一起忙活。他告诉
笔者：“当村支部书记就要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为群众办实事，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建好了蔬菜大棚，我们后期还会加强对
群众种植的管理和指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城市管理局曲堤中队

开展“主题党日”志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讯 近日，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曲堤中队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全体党员来到曲堤镇张辛村与该村在家党
员一起开展了以“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卫生大清扫、党员我先
行”的主题党日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践
行雷锋精神、弘扬正能量。

活动期间，全体参与党员全身心投入到“大扫除、大清理”
活动中。志愿者们顶着炎炎烈日，拿起笤帚、铁锨、耙子穿梭在
张辛村的各条街道，忙碌的身影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活动，经过全体党员干部3个多小时的艰辛劳动，共清除“三
大堆”20余处，垃圾5余车，以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得到
村民的一致好评。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
入村庄，为“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注入了新力量，为美丽乡村建
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丙国 闫建华）

本报讯 端午节期间，区城市管理局
回河中队假期“不打烊”，巡查途中帮助货
车搬装散落货物，赢得过往群众点赞。

6月26日，回河中队的巡逻车巡查到黄
河大街时，发现一辆行驶中满载饲料的货
车，因捆扎不牢，货物散落在道路上，司机
浑然不知。城管队员驱车追赶货车并鸣笛
提醒，司机才发现自己的货物散落。此时，
散落的货物已影响了道路交通。为尽快恢

复交通秩序，避免发生事故，城管队员们迅
速将散落在地的货物全部搬运装车后，又
帮助司机捆扎固定。事后，司机要到附近
超市买些饮料以表谢意，队员们婉言谢绝，
迅速回到巡逻岗位上继续工作。

巡逻执勤中主动帮助困难群众，已经
成为队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是“实干”

“为民”理念内化的最好表现。
（邢立华 王倩）

城市管理局
货物散落 城管队员秒变“搬运工”

本报讯 6月26日，在第33个国
际禁毒日之际，区禁毒办在区安大
广场举办“清源断毒 净土济阳”为主
题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摆放禁毒宣传
展板、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开放禁
毒教育基地、播放禁毒警示片、解
答群众咨询等形式，向现场群众宣
传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讲

解毒品的危害、防毒知识，进一步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禁毒人民
战争。

通过宣传活动，让群众进一步
认识到毒品的严重危害性，能积极
参与禁毒公益事业，争做拒毒防毒
宣传员，教育他人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

（程玉萍）

区禁毒办
举行“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救
助体系，6 月 24 日，济北残联联合区
残联为辖区内 61户符合改造条件的
贫困重度残疾人进行家庭无障碍改
造。

根据改造对象的残疾类别、残疾
等级和残疾障碍程度以及家庭实际，
实行“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为他
们定做改造设计方案，做到一户一

策，一户一设计。改造项目包括厨房
改造、浴室改造、安装过道扶手、安装
遥控灯具等设施改造。

通过开展无障碍改造进家庭，对
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居家设施加以
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残疾人日
常生活困难，提高了他们的自主生活
能力和质量，同时也传递了党和政府
的关爱。 （刘庆新）

济北街道残联
开展家庭无障碍改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运行，近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济阳新华能源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特种设备应急演
练。

此次演练模拟特种设备（蒸汽泄漏）
高温高压蒸汽泄漏人员烫伤事故开展应
急演练。演练中应急救援、设备抢修、疏
导保卫、医疗救护、善后处理等应急小组

30余人密切配合，过程紧张有序，用时 10
分钟成功完成被烫伤人员救援撤离、设备
检修恢复运行。

演练结束后，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同志对演练活动进行了点评，认为演练活
动准备充分、组织严密、模拟真实、处置科
学，充分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与实
战性，达到了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提升能
力的目的。 （张桂燕）

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