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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税”月荏苒“合”力前行

——— 听环翠税务四代人讲述“税”月有情
文/本报记者 李孟霏 图/本报记者 王震

从2018年7月20挂牌至今，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迎来了周岁生日。在这繁忙而不平凡的一年中，环翠区税务局在威海市税务局和环翠区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新机构，着眼新作为，多管齐下做好税收工作，全方位展现新税务新风貌！

心合意同 谋无不成

“从1982年算起，我已经在
税务系统工作了37年，从1994年
的国地税分设，到2018年国地税
合并，我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
后历次的税收体制改革，见证
了我国税收事业的不断发展。
每一次改革，都是我们的党组
织冲在最前列，每一次改革，都
有一批党员干部勇挑重担、无
私奉献，每一次改革，我们的税

收事业都迈上一个新台阶。”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的领导

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所在。回望机
构改革，如同千流万流归于大海
大洋，壮阔波澜、激荡人心。在这
场破旧立新的变革中，环翠区税
务局高擎党建大旗，步履不停，
踏浪而行。

夯实党建工作“第一块砖”

迈好“组织建设”的第一步，
就能实现机构合并大跨越。为确
保改革期间全局工作不放松、更
有力，环翠区税务局第一时间成
立了联合党委，迅速明确了党委
成员的责任分工，成立25个党支
部，形成了“一个支部一面旗，一
名党员一盏灯”的良好局面，为
搭建起层级分明、坚固稳定的组
织“金字塔”夯实了“第一块砖”。

绘制规范化“建筑蓝图”

把“灰石砖瓦”变为“万里长
城”，把“导线钢板”变成“高速列
车”，需要规范的“建筑蓝图”和
精确的“操作指南”。机构建设亦
是如此。环翠区税务局以党建要
求为指导，梳理了30余项党内规
范，同时以党建与业务相融合为
目标，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带动
行政管理规范化建设。共厘清全
局范围内岗责事项1097项，绘制
重点工作流程386项，明确工作
规范4000余条，制定制度指引45
项，形成《行政管理工作规范》，
打造出合并后的“第一指南”。

用“钉子”般意志

拼出机构新未来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这

次的机构改革浪潮淘出了干部
队伍中的“真金白银”。时代铸就
英雄，在人员进退留转频繁的改
革中，广大干部职工坚持集体利
益为先、为主，个人利益为次、为
辅，担当作为、敬业奉献，达成一
个又一个目标。改革期间，有的
同志牺牲假期探望患病亲属的
时间，上报数据、回复纳税人咨
询，有的在脚伤未愈、身体抱恙
的情况下坚持完成好科室合并
和交接工作，有的在挂牌关键时
期，勇担重担、挺身而出，顺利完
成挂牌仪式。广大干部职工如同
一颗颗钉子般，在时间紧的改革
中“挤出”希望，在任务重的工作
中“钻出”未来！

用党建文化

注入改革“凝合剂”

环翠区税务局坚持以“文”
育人，聚力凝心。为营造争先创
优的浓厚氛围，先后举办“学习
王俊华同志先进事迹”、“刘芳先
进事迹分享交流座谈会”等活
动。党旗一挥士气涨，号角一吹
万军行，在榜样力量的光辉照耀
下，全体干部队伍众志成城，先
后为单位成功争创了“全国青年
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岗”两
个国家级荣誉。尤其是以第一税
务分局先进工作事迹为典型，在
团省委组织的全国青年文明号
集体交流展示评比中，取得了全
省第一的成绩，被团中央等21部
委联合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
号”，实现了工青妇组织全部达
到国家级荣誉称号的大满贯，打
造出环翠区税务局干事创业的
又一先进典范。

知行合一 臻于至善

“国地税合并后，纳税人只需
面对一个窗口、一套标准、一个流
程，这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遵
从成本，同时对我们税务局来说，

机构合并整合了征管资源、优化了
资源配置，推动了税收现代化，尤
其是现在利用行业管理模板，我们
总结出了管理规律，实现了税收管
理质量和效率的双向提升。”

从当初的一只笔、一个本子、
一把算盘，到如今的自助办税、移
动办税、智能办税，办税方式转变
的背后，是无数税务人激情燃烧
的岁月，是税收管理方式换档升
级的岁月，更是蹄疾步稳、不断探
索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岁月。

挂牌成立一周年来，环翠
区税务局的税收管理方式发生

了巨大变革。在市局统一税收
征管方式的指导下，环翠区税
务局迅速反应，以征管体制改
革为契机，以行政管理体系建
设为基础，以专业化管理为抓
手，以防范执法风险为保障，不
断提高税收管理质效。

一方面，实现“专业分工、分
岗管事”，成立了土地增值税清
算审核小组、清欠小组等4个特
定事项管理小组，12个行业化管
理小组，建立14个行业化管理模
板，实现管理的科学精细。另一
方面，组建了专业化风险管理团

队，设立风险应对中心，充分发
挥税收大数据优势，积极开展税
收评查。

税收管理方式的转变从“税
务人”到“纳税人”，牵动了无数
人的心，更是改变了税务部门业
务发展轨迹，实现了质量和效率
的双向提升。

“依法治税”也是税收征管
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为把法治
思维贯穿始终，环翠区税务局以
落实税收法制员制度为切入点，
组建了包括22名业务扎实、素质
过硬税务干部的税收法制员队

伍。这支队伍承接了全局对包括
税收强制措施、欠税管理、纳税
评估等14项重点执法事项和52
个具体审核要点的法制审核工
作，他们用一丝不苟的精神、严
谨细致的态度，严守法治底线，
撑起了税收风险防范的保护伞。

税收征管方式的升级，如同
为环翠区税务局换上了算法更
为精密的“税务芯片”，驱动一线
税收管理员更规范、高效地抓税
源管理，同时又规避了因“系统
错误”带来的执法风险，推动了
税收现代化的不断实现。

厚敦者也 合群者也

“我们非常注重换位思考，
想纳税人之所想，急纳税人之
所急，用真心、热情做好纳税服

务，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纳税服务水平是纳税人对

新机构的第一印象，为了提升
服务质效，环翠区税务局从挂
牌之初就着力优化服务，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大力推进办
税服务厅软硬件升级，加大信
息化、智能化办税力度、优化业
务流程，不断提升纳税人办税
体验，切实提升办税人获得感。

“我前一天在微信上预约叫
号，今天准时到达办税大厅，只
用6分钟就办完了全部业务，现

在办税真是快捷！”威海众诚贸
易有限公司经理孙女士日前高
兴地表示。

“现在办税可以根据不同业
务类型和自身需求，自主选择去
自助办税终端或者在办税大厅
办理，不用随时去窗口排队，大
大节约了办税成本，为环翠税务
点赞！”三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胥昌玲日前从24小时自助
办税服务厅领取发票后这样感
叹。

纳税人的肯定是最大的奖

章。环翠区税务局不断升级自动
化、信息化办税服务，在威海市
率先推出办税网上预约和微信
叫号“智能办税一点通”服务，使
纳税人能随时随地预约办税，减
少等待时间；设立威海市首个

“税银e站”，方便纳税人24小时
办理自助涉税业务；重新打造了
集专业咨询、询访服务、网络课
堂等功能于一体的“纳税人之
家”，为纳税人提供更为高效、精
准的服务。目前，纳税人平均排
队等候时间4 . 1分钟，单笔业务

办理时间2 . 2分钟，办税时间较
过去压缩60%以上。

为了对纳税人办税难点、
堵点实现“定点击破”，及时掌
握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环翠区税务局构建了全省
首例营商环境单项指标评价体
系，形成“监控、分析、讲评、整
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推动了
服务水平的不断优化提升。在
今年1月省发改委开展的全省
营商环境评价中，环翠区税务
局纳税评价得分为满分100分。

和合共生 守正出新

“今年来，我听到了中央有
关减税降费的“最美声音”，看到
了身边同事放弃休假、按天按户
核实整改数据的辛苦付出，感受
到了纳税人享受政策红利后打
心眼儿里的高兴。我由衷感到，
作为一名95后，虽然我的力量很
小，但我参与的事业却非常伟
大！”

2019年，“减税降费”是税务

部门的关键词，持续不断的政策
“红包雨”也让企业把更多的资
源能够用在“刀刃”上。

对此威海松龄诺可佳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经
理高兴地表示，“国家一揽子减
税政策依次出台，对我们企业来
说是很大助力，这使我们有更多
的资金投入到市场开拓和研发
上。”据了解，随着2019年4月份增
值税税率的下调，威海松龄节省
增值税支出达4 .5万元，预计全年
增值税减税15万元，今年上半年
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较去年同
期增加31万元，预计全年享受所
得税减免22万元，再综合考虑社
保费率调整等因素，企业预计全
年将节省费用50多万元。节约下
来的“真金白银”也可直接助力
企业开拓市场、人才引进和技术

升级。
企业账单上，超出预期的背

后是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也是
税务部门的奔走付出。今年来，
环翠区税务局以高度强烈的政
治担当，规范高效的管理方法，
科学合理的监控模式，严禁细致
的核算方法，不断为纳税人缴费
人送上政策“大礼包”。

以“督”为要，以“治”为用

数据监管实打实

“幸亏你们及时提醒，否
则我们就错过优惠了”，这是
近期税务干部最常听到的一
句话。自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实施以来，环翠区税务局
不断提高政策享受的精准度，
前期创建了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普惠政策享受监控分析

体系，每天对销售收入、预缴
税款、应补税款等指标进行分
析。今年来，共对30000余条增
值税申报信息进行分析，筛查
出32户疑点企业和240余条疑
点数据，并全部整改完毕，保
证优惠政策落地有声。

以“学”为先，以“服”为主

宣传辅导全覆盖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为保
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能及时惠
及纳税人，环翠区税务局通过
线上线下各类平台，全方位开
展政策培训、辅导答疑。印制了
6类32000余份减税降费资料，建
立“税源管理单位+办税厅”联
动辅导制度，组织15名业务骨
干在办税服务厅现场辅导纳税
人申报，答申报之所急，解心中

之所惑，先后辅导纳税人约
8100余户，解决纳税人申报问
题650余条次。纳税人政策清楚
了，问题解决了，优惠享受了，
心里也就更有底了，税务部门
才算真的服务“到家了”。

以“数”为基，以“卡”为体

数据核算见真章

为打造减税降费“铁账本”、
“硬账单”，环翠区税务局承担起
市局“一卡两体系”试点工作，秉
持“一户都不能少”的态度，全面
完成了政策适用群体的建档工
作，修正校对不准确信息300余
条，及时解决了“错享”问题，总
局宣教中心还专门对此进行了
专题采访。据统计核算，上半年，
环翠区实际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企业达26830户。

真真心心换换真真情情

在在我我心心中中，，““减减税税降降费费””是是对对
22001199年年的的最最好好诠诠释释

做做了了那那么么多多改改变变，，只只是是为为了了心心

中中不不变变

环环翠翠区区税税务务局局羊羊亭亭分分局局负负责责人人

孔孔令令辉辉

明明者者因因时时而而变变 知知者者随随事事而而制制

环环翠翠区区税税务务局局征征收收管管理理股股负负责责

人人周周炳炳阳阳

环环翠翠区区税税务务局局办办税税服服务务厅厅王王钰钰

环环翠翠区区税税务务局局青青年年税税干干张张梦梦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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