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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企业质押知识产权融资2400万元

随着气温逐渐转凉，疫苗接
种需求明显增强。为进一步规范
乡镇医疗机构疫苗管理和使用，
近日，荣成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
卫健局，对乡镇疫苗接种单位开
展了疫苗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切
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检查行动中，执法人员重点
对被检单位的疫苗购进渠道是否
合法，是否建立接收及购进记录，
是否接收或购进温度控制不符合
要求的疫苗，是否配备了冷链设
备 备 用 发 电 设 施 等 情 况 进 行 检
查，坚持严格监管、严防风险，始
终绷紧疫苗监管弦，坚决守住疫
苗安全底线。此次专项行动共检
查疫苗接种单位10家，责令改正1
家。

下一步，荣成市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加强疫苗流通和使用环节
监管，切实规范接种单位疫苗验
收及使用行为 ,保障辖区人民疫苗
接种安全及生命健康安全。

(单雨欢 )

市监、卫健联合检查疫苗安全

近期，山东金瓢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收到荣成农商行运用知
识 产 权 质 押 给 企 业 融 资 授 信
2400万元，这是荣成经济开发区
企业首笔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
知识产权(专利权)质押贷款

是指企业以其合法有效且可以
转让的专利权出质获得金融机
构贷款发生的利息、评估费、价
值分析费和保证保险费等费用，

给予贴息和补助。贷款项目要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出质的专利权
权属清晰、合法有效，处于实质
性实施或使用阶段，且技术含量
高、市场前景好，对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产

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今年以来，荣成经济开发区与

各大银行紧密协调，破解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的难题；同时，按照省和
威海市出台的政策，推动科技支行
贷款融资的落实，降低企业成本。

下一步，荣成经济开发区将继续加
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好科创贷、
科技支行、知识产权质押等相关政
策，切实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李钟 毛向前 常小解)

行政执法每周五全员军训拉练

“立正！稍息！”太阳底下，
身穿统一制服的执法队员在教
练带领下，练习军姿、队列、转
体、正步走等基本队列动作。为
进一步提升综合执法队伍的执
法形象，塑造一支政治过硬、能
力过硬、作风过硬、业务精湛、
纪律严明的执法队伍，自9月下
旬开始，荣成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每周五下

午开展军训拉练活动。
“离开部队很多年了，这次

军训算是重温军队生活。军训
能够磨练我们意志，也为我们
以后工作打下基础。”一位部队
转业干部说。

此次的军训活动狠抓体能、
耐力和意志力，旨在培养执法队
员吃苦耐劳、勇于担当，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过硬作风，全面提升执

法队员的责任意识、文明意识、服
务意识、纪律意识和团队协作意
识，提高组织应变能力和令行禁
止的优良作风，全力打造一支“人
人有激情、时时在状态”的综合执
法队伍，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
责任感投入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工作中，为保证今后高效、快速、
灵活、圆满完成各项执法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为创造美丽、幸福

荣成做出积极贡献。
军训期间，综合行政执法

局还邀请市纪委、市公安局的
工作人员以及专业律师,结合行
政执法工作实际，进行党风廉
政建设、党性教育、“执法全过程
记录”、执法程序等方面的专业
培训，进一步增强综合执法的
正规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高瑞蔓)

近日，好运角度假区成山镇
分别召开走访单位、班子成员、机
关干部、村主要负责人，以及各村
居网格员、协管员动员大会，全面
启动“联系服务群众遍访工作”。

遍访过程中，走访人员主动
与群众拉家常，询问其对基础教
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治
安、文体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和建
议，详细记录《2020年度干部入户
遍访情况台账》，并根据走访情况
精准制定《 2 0 2 0年度群众反映问
题整改台账》。同时，通过发放明
白纸、入户宣传、广播喇叭宣传等
形式，对荣成市 2 0 2 0年度民生工
作进行全面宣传，营造群众理解、
群众支持、群众欢迎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成山镇将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加快遍访效率，确保本次遍
访在10月30日前完成，同时，建立
长效机制，对反馈问题进行持续追
踪，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岳明阔 )

成山镇启动

“联系服务群众遍访工作”

民政社工志愿者走进大疃周家庄暖心食堂

根据《“暖心食堂行——— 金
秋五个一”关爱老年人活动方
案》要求，10月22日上午9点，荣成
市民政局的社工志愿者到包扶
村、大疃周家庄暖心食堂组织系
列关爱老人活动：

安装一台暖冬空调、手绘一
面孝老墙、共唱一首红歌、练习
一段手指操、为老人理发一个上
午、分享一次重阳寿桃……多彩
的活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的问
候，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本次活动主题为“握住他们
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旨在通
过走进暖心食堂、开展暖心服务

来弘扬孝老敬亲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孝老爱亲、尊老爱
老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社工志愿者与老
人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起
居和身体状况，同时，志愿者们
与绘画老师一同为暖心食堂绘
制以孝道为主的墙画。天气日渐
转凉，为改善食堂硬件条件，让
老人进餐时更加舒适愉悦，市民
政局为暖心食堂添置一台空调
和一台音响。

传唱红色歌曲，既是一种
追忆、一种传承，更是在感受一
种激情，汲取一种力量。活动现

场，社工志愿者们为老人唱起
红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老
人们跟随着志愿者一起合唱起
来。

同时，社工志愿者还为老
人们免费理发，专业的理发技
术将老人们打理的精神抖擞，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擅长面食
的志愿者们亲手和面、调馅、包
饺子，老人们特别感动，午餐吃
得格外有滋有味。社工志愿者
还与老人们一起分享节日蛋
糕，共同练习手指操。满足幸福
的笑容洋溢在老人们脸上，社
工志愿者们在服务中深刻体味

“助人自助”，更觉此项工作的

深远意义。
市民政局通过拓展“金秋

五个一”等关爱老年人系列活
动，进一步弘扬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让
老年群体感受到了浓浓的关怀
与家庭的温暖。下一步，市民政
局将“暖心食堂行”系列志愿服
务持续开展下去，全力关爱老年
群体，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
生活，让老人有一个安详愉快的
晚年生活，同时将尊老爱幼的中
华美德发扬光大，把“爱心”和

“文明”慢慢汇聚成一股强大的
社会暖流，让社会充满正能量。

(李洋)

荣成市税务局坚持“办税自
由，服务无限”的纳税服务理念，
契合“非接触式”办税需求，重塑
服务模式，打造“荣易办”纳税服
务品牌，以“不见面、不跑腿、不
求人”为目标，落实落细办税便
利化改革，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提升纳税缴费人满意度和获
得感。

智慧办税“不见面”
深度推行“网上办”。持续拓

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渠道，就
山东省电子税务局、支付宝、微
信、自助办税终端等实现“非接
触式”网上办税缴费事项范围，
强化宣传，动态更新网上办税清
册，对网上叫号实行办理形式清
分，引导纳税缴费人网上办理，
基本实现纳税缴费人日常办理
业务全覆盖，上半年非接触办税
比例95.6%。

持续拓展“智能办”。在办税
服务厅打造“云办税”体验区，配
备外网办税电脑，安装“云桌面”
系统，系统内设流程指引、资料
清单、云端课堂等智能办税指引
功能，方便纳税缴费人直接进入
了解。在自助办税终端和云办税
电脑安装智能辅屏设备，纳税缴
费人遇到问题困难时，可通过辅

屏一键连接服务后台，开启远程
实时辅导，与云端支撑团队一对
一、面对面同屏视频，在线咨询。

后台支撑“快速办”。及时适
应“非接触式”办税带来的“厅内
堵”到“网上忙”的转变，通过做
大做强中台，确保前台和网上涉
税办理的高效、顺畅。组建“线上
集约处理中心”，设立在线业务
集中审核审批岗集中处理在线
业务，做到纳税缴费人网上申请
的业务即来即办，为纳税缴费人
全流程网上办税提供保障；组建

“指挥调度中心”，应用“智税管
家”系统后台监管功能，对实体
办税、自助办税等办税服务数据
实时监控，按照“智能监控+优化
运营”的管理模式，实现对全市
办税服务资源的统一指挥调度
和科学管理。

线下服务“不跑腿”
打造“一刻钟办税服务圈”。

在全市设立了10处办税服务厅，
3处行政审批厅，2处24小时自助
办税厅，1处车购税办税服务厅，
配备了68台自助办税终端，通过
点面结合、四周辐射的立体化服
务模式，全力打造“一刻钟办税
服务圈”，让全市纳税缴费人可
以实现就近办税缴费。

拓展线下上门服务。充分借
助邮政系统点多面广的优势，与
其深度开展合作，推行增值税发
票“票E送”和定额发票“免费送”
服务，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免费
拿到发票，今年以来共发生发票
寄送服务8250单；拓展新办纳税
缴费人“大礼包”邮寄服务，及时
为新办纳税人将邮寄税收政策、
电子税务局操作说明等辅导类
宣传品“送货上门”，方便新办纳
税缴费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纳
税服务流程，今年以来已为987
户新办纳税缴费人邮寄“大礼
包”；拓展委托代开服务，依托乡
镇邮政网点不断增设基层普通
发票委托代开网点，目前共设置
委托代开网点28处，覆盖全市所
有镇街，方便临时发生纳税义务
的纳税缴费人就近办理，今年以
来共代开发票7740份，代征税款
1002万元。

疑难杂症“不求人”
组建专家顾问团队，权威解

惑。依托系统内“三师”和各级人
才库资源，组建税收专家顾问团
队，打造税收“智囊团”，采用线
上远程指导与线下实地辅导相
结合的方式，分别从市局、第一
税务分局和基层税源管理单位

三个层面开展纳税辅导，权威答
疑解惑。

设立远程纳税辅导中心，线
上辅导。设置电子税务局远程辅
导中心，通过智能交互设备和

“远程钉钉服务群”实现纳税缴
费人“一键呼叫”，人工服务实时
响应，在线辅导。在基层税源管
理单位推行“一周一通”制度，即
各税源管理单位每周一选取一
定数量的纳税缴费人召开视频
访问会议，了解纳税缴费人需
求，在线解答问题。

设立厅线联动中心，随时
答疑。严格落实省局《办税服务
厅与12366纳税服务热线“厅线
联动”工作方案》，设立厅线联
动中心，专职专人接听12366厅
线 互 动 电 话 和 7 5 6 9 0 0 1 、
7563263两部公开电话，并采取
一部电话“1+n”多机接通的方
式解决大厅咨询热线零散管
理、电话占线、接线人员不足以
及咨询答复不准确、口径不一
致等问题，做到纳税缴费人有
问题随问随答。定期汇集咨询
普遍和重点问题，集中通过征
纳互动平台向纳税人下发，以
点带面，广而告之。

(黄丽雅)

税务倾力打造“荣易办”纳税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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