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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
细血管，青年又是最活跃的创业
就业主体，为激发青年创业活
力，广州增城税务部门积极开展

“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在落实税
费政策、优化服务上出实招、谋
实效，助力青年创业追梦。

“创业来的几年里，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等各税费种减免让我们减少了不
少成本。比如今年，增值税起征
点从月销售额 10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再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政策
红利都坚定了我们创业者的信
心。”回忆创业经历，林逸灏感慨
道,年纪轻轻的他是广东“青创
100”学员，也是广州小黑科技有
限公司创办人。

在税收政策支持与精细服
务的叠加效应下，返乡创业青年
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

张文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广州增城开始创业，入行销售
增城迟菜心，创办了广州绿聚来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生产基地缺少，流通渠道不畅，
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不高等一系
列问题让张文彬犯了难。在成
功申请贷款资金后，创建生产基

地，设立专卖点、建立专卖店等
系列举措让绿聚来人气渐旺。
与此同时，税费政策的扶持也为
张 文 彬 的 创 业 之 路 充 实 了 资
金。近 3 年以来，绿聚来享受自
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农林牧渔
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合
计1905万元。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绿
聚来在经营过程中用传统方式与
各村各合作社及农民之间签订产
供销合同搭建农业生产链的方式
日趋繁琐，财务人员开票和申报
的时间长，新的发展难题该如何
破解？

税务部门随即送上了解决
之策——对于符合“公司+农户”
经营模式的，视为农业生产者销
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减
免企业所得税，申报即可享受政
策，既方便了合作社和农户及时
享受税收优惠，更保障了企业农
产品供应链稳定。

服务无止境，春风不打烊。
广州增城税务部门将开展“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具体实践，组建由税
务所所长带头的服务团队深入
企业问计问需，提供精细化的
政策宣传辅导，助力青春创业梦
想展翅飞翔。

(李媛媛 莫谨榕)

停车位供需矛盾较大，东莞市部分村（社区）已经或计划进行村（社区）
围蔽管理，对此市交通运输局表示：

围蔽停车收费严禁在公路设卡
羊城晚报关于东莞停

车场的重磅调查（见 14 日
A7 版）引起广泛关注。21
日，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发
布《关于村（社区）围蔽停
车管理的情况说明》，就东
莞村（社区）围蔽停车收费
做出说明和表态。根据情
况说明，目前东莞已有 157
个村（社区）实施停车围蔽
管理，其中实施收费的 138
个。按照相关规定，公路
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含国、
省、县、乡、村道）严禁非法
设卡、收费，东莞交通部门
已发通知要求各园区、镇
街逐一排查，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将立即整改。

大棚成“网红”日
销粿条数百斤

沿着甬莞高速驶入潮州市
登塘镇，在一段不到 500 米的
公路上，记者就在路两侧看到
近十家“登塘粿条”店，恰逢饭
点，家家店内坐满客人，生意火
爆。

12年前，刚生完小孩的陈
少惠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便从
零基础开始学习制作粿条，在
自家门口支起了一档大棚生
意，如今，她的大棚已经成了当
地“网红店”阿慧粿条店。她向
记者介绍她的小窍门，就是沿
用传统粿条制作工艺：用传统
的石磨磨米浆，同时用柴火烧
制，这样制作出的粿条不仅色
泽通透、嫩滑爽口，而且韧性十
足。

这样一盘带着“柴火味”的
传统粿条卷为陈少惠积攒了许
多老客户。她一边在灶台上忙
碌着，一转眼间便制作打包好
了17袋预定的粿条卷，前来提
货的老客户杨先生告诉记者，
他经常往返潮州、广州两地，每
次去广州都会特地带上这包

“家乡的味道”，给亲戚朋友一
同品尝，也让外地朋友感受下
潮州的美食。

“现在登塘粿条的名声打
开了，不仅许多游客到店品尝
后想要带走，还有不少在外华

侨也期望在他乡一尝家乡味
道，”据陈少惠介绍，近年来，晒
制粿条干也为当地许多村民和
商户拓展出新的商机，不仅大
大拓宽了销售渠道，也为登塘
粿条走出潮州筑起一条快速
路。

从零收入，到如今日销几
百斤粿条、近千元日营业额；从
借钱搭大棚，到如今盖起三层
楼房、过上有房有车的好日子
……陈少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85后”青年致力
推动粿条创新

“我希望能将白水粿条打
造成一个品牌”——这是潮州
市登塘镇白水村柯伟浩接手家
业后的第一个想法，作为一名
土生土长的白水人，这名“85
后”的退伍青年，自几年前返乡
后就致力于推动粿条创新，打
造一个来白水村品尝粿条的新
窗口。

一方面，为迎合现代人健
康绿色的饮食习惯，柯伟浩在
镇里率先尝试推出“蔬菜粿
条”，将胡萝卜、菠菜等蔬菜榨
汁后加入粿条制作，成品有红
黄绿多种颜色，卖相新颖、味道
独特，颇受欢迎。

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潮
州市登塘镇推进乡村振兴的建
设成果，柯伟浩于2018年底推

出礼盒装粿条干，将展示潮州
乡镇美丽新貌的宣传图印制在
礼盒上，成为登塘镇宣传美丽
乡村建设和特色农产品产业的
生动窗口之一。

不仅如此，柯伟浩也积极
参与潮州市扶贫产品展销会、
美食节活动、电商平台、直播带
货等。他告诉记者，接下来，他
还想打造一个粿条餐饮连锁，
对标世界500强餐饮品牌的经
营理念，实现“让登塘粿条走得
更远”的心愿。

通过注册商标打
响品牌知名度

据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副
镇长方海介绍，近年来为进一
步振兴产业发展，登塘镇不仅
成立了粿条制作培训实操作
坊，通过注册“白水粿条”商标，
打响品牌知名度，还结合“互联
网+”电商平台，进一步开拓市
场，实现了粿条变“金条”。

方海表示，登塘镇还整合
资源，将“粿条、菠萝、草鱼”定
位为“白水三宝”，推动“一村一
品”特色农业和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等模式，因人施
策、一户一策实施产业扶贫，错
位发展具有村鲜明地域特色的
优质产品，让“金菠萝”“银草
鱼”也成了村民们名副其实的
致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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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办税春风“不打烊”
税惠护苗助力“创青春”

黄江社贝村卡点正在拆除

潮州登塘镇打造“登塘粿条”特色招牌，带领村民走上致富新路

小镇美味粿条远销海内外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通讯员 陈丽珊 黄礼熙 张文璇

条作为潮汕地区的特
色传统美食，深受潮
人和外地人喜爱。在

潮州市登塘镇，粿条不
仅是人们爱吃的美食，
且几乎人人都会制作。
近年来，粿条更成为潮
州登塘镇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近日，记者走
访潮州市登塘镇发现，
一张“登塘粿条”的特色
招牌正悄然打造，产品
远销全国甚至东南亚地
区，小小“粿条”摇身变
成村民致富“金条”。

粿

登塘镇村民晒制粿条干

投放10万份食安封签
护航外卖

羊城晚报讯 记者全良波、
詹翔闵，通讯员谭果色摄影报
道：21日，阳江市公安局通报称，
警方成功打掉5个为电信网络犯
罪活动“跑分”洗钱的犯罪团伙
和一个利用 GOIP、猫池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的“黑灰产”窝点，一
举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关联全
国电信诈骗案件约 80 多宗，涉
案总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

2020 年 11 月，根据公安部
下发线索，阳西县公安机关成功
侦破陈某企等人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案。警方通过对以陈某企
为首的电信诈骗团伙的上下线
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发现一个组
织严密、分工明确、隐蔽性极强
的“跑分”犯罪团伙。

“这里所讲的‘跑分’，其实就
是帮诈骗分子洗钱。”阳江市公安
局刑警支队办案民警郑颖伦说，
所谓的“跑分”，其实就是指利用
合法第三方支付渠道的收款码，
为别人进行代收款，随后再转款
到指定的账户，从中赚取佣金。

通过进一步的深入侦查，专
案组民警发现，该“跑分”团伙
涉案人员 30 多人，主要以张某
宁、林某琳等人为首，专门为上
游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团伙

“洗钱”，隐瞒犯罪收入。
办案民警透露，该犯罪团伙

成员大多都是 90 后，有的是亲
戚关系，有的是朋友，也有夫妻
共同参与作案。犯罪分子主要
通过网络兼职模式招揽普通用
户，借助比较少人使用的聊天软
件进行遥控指挥，对涉犯罪资金
进行分批量运作，实现快速转移
或者转化涉犯罪资金，达到洗钱
的目的。办案民警对该团伙成
员名下的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
账户进行分析时获悉，仅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该

“跑分”犯罪团伙为上游犯罪活
动提供支付结算总金额高达2.6
亿多元人民币。

该犯罪团伙成员窝点涉及广
东阳江、广州、佛山、深圳、中山、肇
庆、珠海及湖南张家界、江苏宿
迁、江西上饶等4省10市。13日
凌晨，阳江市公安局组织200多名
警力，兵分六路开展抓捕行动，一
举打掉为电信诈骗犯罪“跑分”洗
钱的团伙 5 个、端掉一个利用
GOIP、猫池等设备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的“黑灰产”窝点，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37人。现场缴获赃款
15万多元人民币、涉案豪华轿车2
辆，查扣作案用电脑56台、猫池
56组、电话卡1450张以及60多
台手机等作案工具一批。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阳江警方打掉五个犯罪团伙，抓获37名嫌疑人

团伙为电信诈骗洗钱
涉案逾2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通
讯员陈璞报道：为提升深圳市
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水平，7 月
21 日上午，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与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签订智慧
监管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
网络订餐规范化、智慧化管理。

活动现场，深圳市市场监
管局联合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向

市场投入 10 万份“食安封签”，
将免费提供给饿了么外卖商
户。“食安封签”采用一次性特
殊材料制作，由网络订餐商户
在餐食打包时贴上，如果被撕
毁，将会留下痕迹，消费者可凭
封签确认餐食在配送过程中是
否完好无损。为外卖配送安全
加了一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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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岸明任江门市委书记
卢荣春任云浮市委书记

羊城晚报讯 近日，省委决
定：陈岸明同志任江门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林应武同志不再担任
江门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

有任用。卢荣春同志任云浮市委
委员、常委、书记；黄汉标同志不再
担任云浮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
务，另有任用。 （丰西西 粤组）

羊城晚报讯 据南粤清风网
消息，湛江市赤坎区委书记杨柔
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丰西西 粤纪宣）

二手小汽车交易
拟配置周转指标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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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
道：记者 21 日获悉，为提高二手
车流转效率，促进二手车交易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方便市民车辆
更新，深圳市交通局起草了《深圳
市二手小汽车交易周转指标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社会公众意见。

周转指标如何配置？征求
意见稿规定，经市商务部门会同
公安交警部门、调控中心核实，
同时满足一定条件的二手车经
销商可以向调控中心申请配置
周转指标额度。周转指标额度
配置周期为一年。调控中心以
二手车经销商上一年度二手车
交易量为基准配置周转指标额
度，最高不超过基准的 10% 。
调控中心可会同商务部门、公安
交警部门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等
情况，对周转指标额度的数量和
配置周期进行调整。

二手车经销商与原车辆所有

人签订购车协议完成小汽车收
购，通过二手车周转指标申请系
统上传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
证等相关牌证、购车协议及原车
辆所有人身份证明，申请使用周
转指标。所购车辆符合办法规
定，且二手车经销商尚有未使用
的周转指标额度时，由调控中心
发放周转指标。

周转二手小汽车应在固定经
营场所内静态存放并接受管理。
周转二手小汽车除因定期安全技
术检验、办理转移登记、销售试
驾、维修需要外，其他情形不得上
路行驶。

市商务部门负责建立周转二
手小汽车出入固定经营场所登
记制度，定期对周转二手小汽车
定点存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并处理不按规定要求定
点存放或者违规上路行驶的行
为，并将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通
报调控中心。

湛江市赤坎区委书记杨柔彦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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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个村（社区）实
施停车围蔽管理

东莞市交通局在其发布的
情况说明中指出，截至2021年6
月，东莞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350 万辆。据东莞全市停车资
源普查数据统计，东莞市停车泊
位供给总量缺口超200万个，停
车供需矛盾较大。东莞市部分
村（社区）为规范停车管理，提高

内部道路使用效率，已经或计划
进行村（社区）围蔽管理，即在村
（社区）机动车出入口设置闸口、
配置系统、划设车位、收停车费。

记者 7 月 21 日在东莞中心
城区实地走访发现，围蔽管理开
展停车收费的村（社区）不少。
在东莞市万江街道的大莲塘社
区，莲湖三路上设有闸口，车辆
通行经过该路段必须识别车牌
进闸入场。按照大莲塘停车场
公示的收费标准，进闸 60 分钟

内免费，60 分钟以上 3 元每小
时，2小时后每30分钟加0.5元，
超过 3 小时每 30 分钟加 1 元。
记者看到，莲湖三路只有两个车
道，但可通达泰新路、金鳌路、银
龙路等主干道，往来车辆频密，
遇到出闸缴费车辆缓行，会大大
影响道路的通行。

据调查统计，截至2021年 5
月底，东莞市 32 个镇街下辖村
（社区）共596个，已实施停车围
蔽管理的村（社区）有157个，其

中已实施停车收费的138个。

村内公共道路可
实行村民自治

东莞这些村（社区）实施的
停车围蔽管理行为是否合规？
对此，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在情
况说明中提出，村（社区）内部
公共道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村民
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 员 会 自 治 法》实 行 村 民 自
治。东莞各村（社区）确需采用
设卡方式加强内部管理的，可
按照《关于加强停车设施规划
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东 府

〔2019〕81 号）要求组织实施。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0 年发布
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城市
停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粤
府办〔2020〕19 号）也提出，鼓励
城中村实施物业管理模式，加
强村内停车管理。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指出，目
前东莞市有28个镇街制定了属
地村（社区）的停车规范管理流
程或细则。

将排查整改村道
乡道设卡收费

情况说明也明确指出，严禁
对村道、乡道等公路及公路用地
设卡收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
立即要求整改。

情况说明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和《广东省农村公路条
例》等相关规定，严禁在公路及
公路用地范围内（含国、省、县、
乡、村道）非法设卡、收费。日
前，东莞市交通局已正式通知要
求各园区管委会、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涉及公
路及公路用地范围设置的停车
泊位、岗亭、卡口和收费等进行
逐一排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立
即整改，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指出，黄
江镇社贝村在公路及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卡已依法进行处罚，目
前该收费卡点正在逐步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