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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头，你种的西红柿真好吃啊。”
“随便吃啊，那边地里还有白菜呢，去拔两
棵炒着吃。”“老徐头”名叫徐龙，现任大唐
雷州发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设备部
主任。本是一名70后的才俊，却因为每天
奔波于项目现场，风吹日晒，让本来白皙
的肤色平添了几层黝黑，再加上他快言快
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像邻家那个勤快、
朴实的大伯，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
徐头”。

在大唐雷州公司，“老徐头”心里装着
两块地。一块是位于公司东北角职工自
行开垦的耕地，在早晚闲暇时，他会亲自
翻土、浇水，种一些蔬菜，除了自己吃，更
多的是与同事分享。另一块地，就是两台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百万机组的工程现场，
在这块地上，他用的心最多，辛苦程度也
最大。几年来，“老徐头”与部门同事一
起，无论遇到怎样的外部环境，他们都坚
持推进一流精品工程建设。在他的带领
下，工程设备部全面开花，多次荣获了大
唐国际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分公司先进
集体、雷州发电公司先进集体等荣誉，且
为雷州发电公司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荣誉称
号作出突出贡献。

主动担当作表率

“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
奋斗！”这是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名言，
也是工程设备部带头人“老徐头”一直坚
守的信条，他用实际行动给部门所有人作
出了最好表率。

“徐总几乎每天要在基建现场巡查三
四个小时，两三万的步数那可不是刷出来
的，是凭两条腿走出来的。”一名同事这样
说。每个地方都转一转，边边角角都看一
看，早已成为“老徐头”多年的工作习惯，
他深深地知道安全对于基建工程是何等
的重要。

面对雷州项目中交叉作业多、重大吊
装频繁、一线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实际，
他常和同事念叨：这么大的作业面，单靠
安监部、监理公司等人员去管理远远不
够，工程部作为保障体系必须向前迈一
步，必须管控好人的不安全行为和设备的
不安全状态。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工程部
各专业人员每天都拿出大部分时间“泡”
在现场，一方面认真落实“业主带班”“五
必须”等工作要求，检查各项安全措施是
否到位。另一方面坚持参加早班会和晚
班，督促“三讲一落实”等制度的执行。在
抓好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大现场督查力
度，对发现的习惯性违章及时制止和整
改，有效地降低了作业风险。

此外，他与安监部门一起，结合雷州
项目实际，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积极推

进立体交叉安全管理模式，规范生产和生
活区封闭管理，引进安防和生物识别技
术，强化门禁和视频监控，为安全生产提
供了保障。

抓住关键铸精品

主抓过5个工程建设的“老徐头”，在
日常管理中一直给部门同事灌输一个理
念：搞工程建设就和自己家装修是一样
的，前期不策划，过程不管控，最终质量
不好、费用超支等结果都要自己来承
受。为此他先后多次组织设计单位和专
业主管开展系统设计和节能降耗的优
化，建立奖励制度，定期组织研讨，不断
优化设计方案，目的就是要通过系统的
思考，全面布好开局，为走好以后的路打
基础。经过努力，最终确定了104项初步
设计优化专题，75 项二次再热优化专
题。随着优化工作的不断深入，2018年
共提出大项系统优化项目49个，包含97
个具体优化小项，为项目工程科学有序
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在工程质量上，“老徐头”更是有板
有眼、精益求精。他说，不管付出多少努
力，也不能让这个项目产生“胎带”的毛
病。他与部门同事一起严格执行《电力
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认真落实工
程质量多级防控要求，发挥质量保障体
系作用，每周开展质量大检查活动，同时
按照“谁发现，谁闭环”的原则进行质量
问题闭环整改，杜绝质量隐患；组织开展
新工艺施工，编制小管径管道安装工艺

和包含工艺管道、阀门、流量计、容器类
等“三大项四小项”洁净化施工方案。通
过严控细管，工程设备部共发现处理锅
炉集箱焊接缺陷、分离器裂纹缺陷、省煤
器密封板吊挂缺陷等重大缺陷8项，设备
整体退货1项，从根源杜绝影响设备运行
的“一类缺陷”。

如果抓工程建设能看出“老徐头”的
务实，那他重视项目技术创新就可见他的
眼界。在他的心里，这么大的项目，这么
先进的指标，不整出几个创新成果，真对
不起这份经历。为此，他经常与厂家、设
计院及各专业小组研究探讨创新工作，充
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先后完成创新成果
31项，优化施工方案16项，合计减少投资
约2.2亿元，并形成专利4项、论文5篇、工
法1项、施工新工艺4项。其参与的“提高
2764t／h锅炉受热面设备缺陷处理效率”
项目，获得2018年度电力建设优秀质量
管理QC成果三等奖。同时，积极发挥“二
次再热”“三位数字项目”创新工作室职
能，在2018年度，共申请“一种锅炉烟气
侧热偏差的计算方法”等4篇实用专利。

紧盯目标解难题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老徐头”深深地
明白，项目越大，所遇到的难题就会越多，
但最终都敌不过一个齐心协力的团队和
排除万难的精神。

雷州项目从立项到核准历时10年，开
工建设后又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让这个
集团公司高度关注的广东省“十三五”重

点项目安全、顺利、且又高质量投产，是
“老徐头”一直追逐的目标。作为参建单
位联系最紧密的“伙伴”，“老徐头”既要当
重规矩、不徇私的“黑包拯”，又要做有情
义、解难题的“及时雨”。所以，他要做的
是让“安全、质量、造价、进度”相对和谐统
一，既不能有带血的速度，也不能是低效
的精品。

为此，在安全、质量等原则问题上，他
与部门同事一起严要求，寸土不让，但在
参建单位遇到难题时，他又带着大家主动
靠前，不惜力地帮助协调解决，力争在当
前任务十分繁重、投资压力巨大的情况
下，保证二级、三级网络施工有序推进。
为了这个目标，他整天“泡”在现场，衣服
湿了干，干了又湿。为了这个目标，他苦
口婆心，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为了这个
目标，他两年春节没有回家陪父母，直至
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在处理完母亲
的后事之后，他又回到基建现场。他说，
今年冬天如果条件允许，就把老爹接到雷
州来，让他也享享清福……

从2015年10月12日踏上雷州这片
热土，“老徐头”与这个项目朝夕相处了整
整1300多个日夜，从滩涂之地到两台超
超临界二次再热百万机组冲天而起，头上
越来越多的白发见证了他为此洒下的汗
水、付出的艰辛。

如今，项目“双投”目标越来越近，“老
徐头”在生产现场的身影也更加忙碌。他
说，有时候看着这个项目，就像一个农民
看待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快要成熟的庄
稼一样，再苦再累也觉得值。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7月3日上
午，交警坡头大队机动中队队长钟建伟带
队在辖区路面加强巡逻管控，发现一辆车
牌为粤G××××9的普通货车迎面驶
来，车厢内坐满务工人员，存在严重超员载
人违法行为，即示意货车司机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经核查，该货车核载6人、实载
14人、超员8人，车厢内挤满货和人，属违
法人货混载且严重超员超载。

执勤民警当场责令驾驶人卸载车内务
工人员，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并对驾乘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教育，依法对驾驶人违法载
人处以20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揭英隆
秦业强）7月4日，廉江市关工委在雅塘镇
举办创业青年电子商务培训班，来自该镇
各村委推荐的60多名创业青年参加培训
学习。

培训班首先由电子商务创业成功青
年分享经验，来自该镇大人岭村的创业青
年张雄，介绍了他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从
一个泥水工开始，最终成为跨境电商经营
者，成立公司，走上了规模经营之路；来自
该镇东江村的创业青年刘日森，在外打拼
几年后，为了照顾父母，他回家发展一条
龙养鸡产业，并带动全村养鸡，使该村成
为远近有名的养鸡村，村民实现了养鸡致
富的梦想……

随后，湛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团湛江市委“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林军浩授课。林军浩深入浅出地解读了有
关政策，讲授了团队打造、产品包装、产品
上架、品牌打造、推广销售等电子商务知
识，助力创业青年销售镇域特色产品。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7月7日上
午10时许，交警开发区大队民警王伟强带
队上路巡逻执勤，当巡逻至疏港公路调文
路段时，发现一辆超长运载钢铁的白色小
货车迎面而来，即示意司机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检查发现车后箱竖立的钢条上坐着
七八个务工人员。只见他们坐的铁板是随
意平放在竖立的钢条上，没有固定，人坐在
上面随着货车的开动，颤颤巍巍、摇晃不
定，十分不安全。

民警现场指出人货混载的安全隐患，
这些务工人员才从铁板上下来。随后，执
勤民警现场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责令司
机卸载转运，并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

“老徐头”（右一）在锅炉现场检查设备安装质量。
车厢内挤满货和人。特约通讯员 雷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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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货混载好危险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1号）；

2.《关于进一步执行我省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扣减
限额标准的通知》（粤财法〔2019〕10号）。

1.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

【享受主体】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

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的规定
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优惠内容】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
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下同）
内按每户每年 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提醒事项】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申报时，注明其退役
军人身份，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
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留
存备查。

2.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享受主体】
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

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
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9000元。
【提醒事项】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①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
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
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
官退出现役证》；

②企业与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
劳动合同（副本），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
录；

③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
时间表。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 宣

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
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2
号）；

2.《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关于实
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0号）；

3.《关于进一步执行我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
税收政策扣减限额标准的通知》（粤财
法〔2019〕10号）。

1.重点群体创业

【享受主体】
①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②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

③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
业人员；

④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
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

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
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
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31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
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

“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
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
（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提醒事项】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
业家庭、城市低保家庭的登记失业人
员，以及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享受
本项税收优惠的，由其留存《就业创业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
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备查，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无需留存资料备
查。

2.吸纳重点群体就业

【享受主体】
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

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
【优惠内容】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
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
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
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
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
额标准为每人每年7800元。
【提醒事项】

企业招用重点群体享受本项优惠
的，由企业留存以下材料备查：

①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登记失业
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城市低
保家庭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年
度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证》（注
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

②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核发的《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
证明》。

③《重点群体人员本年度实际工
作时间表》。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