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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地税局确保税收收入平稳增长
本报讯（ 孙晓明 王刚） 随 局组织风控人员认真学习税收 建议， 切实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 大做强。
漏洞。
实现国地税深度化合作。 该 加大税务稽查打击力度。 该
着营改增试点工作深入开展， 日 风险防控知识， 进一步提升风 度。
前， 息县地税局立足实际， 进一步 险处理业务技能， 充分利用税 紧盯小税种及零散税源。 该 局与县国税局加强合作， 不断完 局充分发挥稽查职能作用， 科学
改进工作作风， 不断拓宽工作思 收风险管理系统， 强化对推送 局对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 土地 善合作工作机制， 建立涉税信息 确定选案范围与稽查对象， 重点
路， 通过提升纳税服务、 强化综合 疑点的分析和处理， 对检查出 增值税、 土地使用税等地方税 定期交换机制， 进一步强化信息 检查营改增涉及企业， 以点带面，
治税、 抓好税源分析、 深化国地税 的所有涉税数据、 信息进行全面 源进行摸底调查， 做到心中有 交流， 实时传递双方共管户信息， 稳步推进， 边查边改， 加大执行力
合作等举措， 确保地方税收收入 分析， 对风险点进行评估核实， 逐 数。 同时， 科学制定收入计划， 对新办税务登记、 重点企业涉税 度， 对多次催缴未果的， 依法采取
平稳增长。
条做好工作记录， 并结合企业实 落实收入目标责任制， 加强收 等信息进行比对分析， 及时发现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保障税款执
推进税收风险应对工作。 该 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提出合理化 入预测督导， 努力将“ 小税” 做 征管盲区与薄弱环节， 堵塞征管 行到位。

光山国税局加强廉政教育
日前，光山县国税局根据“三学三提升”活动的要求，积极开展
廉政教育活动。 该局一是开展上党课活动， 领学《 好运气是干出来
的》《 传统文化与严以修身》 等文章。 二是开展廉政知识测试， 对全
体人员学习《准则》《条例》情况进行检测。三是组织观看《没有规划
好的人生》《贪者戒》等廉政警示教育片。四是组织学习开展不作为
乱作为专项整治工作文件和《 中共信阳市纪委基层“ 四风” 和腐败
问题“两个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等。
本友）
（董
平桥国税局开展走访企业活动
近日，平桥国税局积极配合市国税地税联合工作小组， 开展走
访企业活动， 通过宣传税收政策， 发放《 致全市“ 走出去” 企业的一
封信》，填写调查问卷等，广泛征求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企
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 徐强熊露
）
明港国税局开通微信服务平台
日前，明港国税局开通了微信服务平台，采用“双向信息流” 的
方式开展涉税服务，“明港国税营改增微服务”成了纳税人与国税部
门最频繁的互动平台。一方面税务人员利用指尖向广大纳税人快递
营改增政策、解读税收热点、推送办税流程须知。另一方面， 通过微
服务收集纳税人的涉税需要，开展“点对点”的个性化服务。“‘ 营改
增微服务’带来的‘一对一’服务，对于我们解决涉税问题更具有针
对性，比以前更方便、更快捷了。”某企业的刘会计高兴地说。
学庆梅豪）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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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局
开展旅游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聂品） 为进一 全宣传展板， 精心印制了旅游安全
步增强广大市民的旅游安全意识， 生产、暑期安全旅游等宣传资料，提
日前， 市旅游局围绕“ 强化安全发 前发放到各重点旅游企业， 为活动
展观念、 提升旅游行业安全素质” 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的主题， 积极开展了群众喜闻乐见 务求实效。活动当天，该局现场
的旅游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着力营 发放了旅游安全宣传资料1000 余
造“ 关注安全、 关爱生命” 的浓厚氛 份，接受现场咨询200余人次。同时，
各县区旅游局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
围。
周密部署。 该局按照上级的统 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各旅游企业通
一部署，精心安排，要求各县区旅游 过LED电子屏， 滚动播放旅游安全
局、各旅游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开展 生产宣传标语、 旅游安全公益宣传
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
片，切实增强游客的安全意识，全力
强化落实。 该局制作了旅游安 营造浓厚的旅游安全氛围。

新县国税局开展“爱心墙”捐赠活动
日前，新县国税局组织党员志愿者来到超市广场，将全体干部
职工捐赠的衣物整整齐齐地挂在“ 爱心墙” 上， 为有需要的人献爱
心， 以实际行动弘扬传承“ 互相帮助、 助人自助、 无私奉献、 不求回
报”的志愿者精神，树立了国税部门的新形象。
（ 吴铭
）
罗山国税局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日前，罗山县国税局根
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的要求，有计划地开展学习教育。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忠东结合当前营改增工作，对全体党员干部
提出了具体要求， 要求党员把握“ 两学一做” 的基本要求， 切实把
穿起来， 做到学做互促、 改促并举、 知行合一， 坚
“学
、做
、改
、促
”贯
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把“学”的成果、“做”的实践
体现到日常工作之中。
（ 罗宣
）

信阳旅游

暴雨“偷”走了车牌 快来认领
近日，平桥国税局召开营改增税企座谈会，40多家新扩围试点的建筑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 生活
服务业纳税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实际经营情况，就共同关心的税负问题、 不同的
行业税率计算、发票填开等问题进行提问，该局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现场解答。
徐强 熊露 摄

潢川县国税局强化税收基础信息管理
目调查表， 进行科学分析和比
本报讯（ 张淦） 今年以来， 据，提高征管效能。
潢川县国税局采取有效措施， 抓 抓“增长点”。该局建立新增 对，正确预测新增税源总量。
住三个关键点，强化税收基础信 税源项目全程跟踪管理和信息 抓“应用点”。 该局运用计算
息管理，为企业优化发展保税收 反馈机制，对已建、在建、 竣工的 机数据库技术，通过比率分析和
稳增长提供支撑。
相关工程项目性税源进行梯次 建模型等方法， 对企业活力、 产
抓“结合点”。该局结合收入 税源监控管理， 采取“ 一对一全 业结构、 行业发展、 税源建设等
预测，对重点税源企业定期走访 程对接服务”， 全面收集项目名 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和趋势分析，
调查， 掌握纳税人基础信息、 生 称、 投资总额、 预计实现经济税 为全县招商引资和财政运行提
产经营状态等日常税源动态数 收等数据信息，制作新增税源项 供参考和政策服务。

商城县地税局举办“党章党规”知识竞赛
本报讯（ 记者 崔阳） 为纪 先进性和纯洁性。全县地税系统 型，竞赛活动秩序井然。
竞赛活动结束后，参赛党员纷
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 推进 全体党员参加了竞赛。
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此次知识竞赛通过书面答 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认真
“两
， 商
城县地税局举办了 题的形式进行， 考试内容涉及 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学习贯彻
6月
20 日
党章党规知识竞赛活动， 引导广 《章程》《准则》《条例》 等党内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时刻把党
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 遵守 规文件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的纪律规矩印在心上，落实到行动
党纪党规， 规范自己的言行， 争 内容，试题分为填空题、单选题、 中，做严守纪律规矩的模范，为地
做“合格党员”，永葆共产党员的 多选题、 判断题、 简答题5 种类 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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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远强）6月21 人员早上执勤时， 在我市新马路和
日凌晨， 一场暴雨使我市中心城区 长安路一带捡到了10 多个车牌， 经
部分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 特 本报记者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后， 大
别是涵洞和低洼区不仅造成汽车熄 部分车牌已被认领，还有3个车牌暂
火抛锚，还给市民带来了不小麻烦， 时无人认领。 这3个车牌号分别为：
有一些车主一不小心被暴雨“偷”走 豫SQQ307、 豫SD8019、 豫SBE901，
了车牌。
请车主看到此消息后， 尽快联系电
昨日，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话13598589053领取，或直接到和平
队直属大队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打 大厦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直属
电话说， 该队抗洪抢险小组的工作 大队808室领取。

文明出行 快乐随行

让我们相约西河漂流

本报讯（记者 刘远强）炎炎夏 德规范，主动为文明城市形象加分。
日， 城市的燥热让每一颗年轻的心 本次西河漂流活动共计招募80
不安分地跳动着。 正在享受暑期的 人， 个人或小团队自愿报名参与均
学生或辛苦工作的上班族， 你们是 可， 费用AA 制， 本报负责联系低价
否想挣脱一切束缚， 奔向大自然的 体验门票和礼品赞助商。 活动全程
怀抱，尽情释放压力，享受夏日少有 通过行车文明、着装文明、举止文明
的冰爽？来吧，7月1日让我们一起相 等多项环节评比， 表现优秀者将有
约在风景旖旎的西河， 纵情享受一 机会赢得由赞助商提供的多重奖
场奇幻刺激的漂流。
品。
， 本
报汽车新闻部将组 活动报名时间为
7月
1日
—
——6月
6月
22日
织以“ 文明出行快乐随行” 为主题 30日，读者可通过电话报名（报名热
的商城金刚台景区西河漂流自驾游 线：18236279209），将你的姓名和身
活动，即日起向广大市民招募。眼下 份证号码提供给我们， 或直接到信
正值我市如火如荼地开展创建全国 阳日报社10 楼1005 室现场咨询报
文明城市工作之际， 此次活动是本 名。 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报以“文明出行”为宗旨组织的第二 “ 汽车信阳”， 或输入auto-xy 直接搜
次自驾游活动， 旨在引导广大市民 索我们。 亲， 赶快加入我们吧！ 如此
在行车和旅游的过程中自觉遵守道 精彩的自驾游，缺你很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