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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强化监督管理

广开便利之门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质效

——赤壁市地税局推进
“放管服”
改革纪事
通讯员

近年来，赤壁市地税局坚持以推进办
税便利化为着力点，
“ 刀刃向内”，加大
“放”的力度，强化“管”的能力，优化“服”
的质量，有力促进了
“放管服”改革向纵深
推进，确保了
“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到
位、该服务的服务到位”
。

加大“放”的力度
“我上周申请的退税，今天就收到钱
了。”日前，赤壁一路桥公司办税人员在该
市地税局办妥涉税事项后，对该局简政放
权，深化
“放管服”改革带来的工作效能提
升给予点赞。
简政放权，重在“放”的力度。作为
“放管服”的第一步，就是要通过
“放”来打
破那些束缚办税效率的条条框框，激发税
收征管员服务纳税人的主观能动性。
2013 年以来，该局清理各类行政权

但敏

力 84 项，公布的“权力清单”显示，行政审
今年，该局运用税收大数据，对该市
该市工业园区一家企业的周会计，对该局
批事项精简率达 95%以上，目前保留的
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报异常问题开展
连续几年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给企
行政审批事项仅有 4 项。
评估，最终认定这家企业未据实申报地税
业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
为合理缩减纳税人申报缴税次数，进
各税，
并查补税款 21755.98 元。
为了优化“服”的质量，该局在减程
一步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该局去年 4
随着纳税评估工作的全面推进，该局
序、减资料的基础上，将税务登记、税务认
月 1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预缴企 “管”的能力不断提升，使行业税收管理更
定、申报纳税、优惠办理等 9 类服务，实行
业所得税，由按月申报调整为按季申报；
加专业化。在落实取消、下放和前移部分 “一把尺子”认定，同城通办、全市通办、全
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
涉税审批审核事项的同时，该局不断加强
省通办，努力通过免填单服务、
“一窗式”
税、教育费附加免予零申报；采取简易申
涉税事项的事中、
事后监督，
努力通过强化
办税等方式，免去了纳税人多个窗口排队
报方式的定期定额户，按规定期限和程序
纳税评估，
全面推行税务检查
“双随机一公
等候的麻烦，大幅缩减了办税时间。
扣缴核定税款的，实行以缴代报，确保了
开”
机制，
不仅有效防范和化解了企业税收
“
‘先办后审’
制度的实行，
使绝大多数
小型微利企业充分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风险，
促进了公平公正执法，
还通过及时跟
涉税事项搬进了服务大厅，
纳税人办税不用
截至今年 6 月底，该局先后为小型微
踪核实企业申报纳税和享受税收优惠等
再找税管员办理了。
”
该局税费服务局负责
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67 万元，受惠面
情况，强化对政策落实的后续管理进行跟
人告诉笔者，
随着该局网上办税全覆盖工程
达到 100%。
的推进，
还将逐步实现所有税种和办税环节
踪问效，
增强了后续管理准确性。
走上网络，纳税人办税可以足不出户。
目前，该局联合国税局开展的纳税信
强化“管”的能力
用等级评定工作，以及税收违法
“黑名单”
目前，该局正围绕“互联网+”计划，
“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税务部门可
和联合惩戒机制，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
积极开展涉税咨询、纳税人学堂、信息推
以
‘卸担子’，而是从不必要的审批中抽身
送、二维码办税、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系建设。
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加强事
等活动，一个
“信息多走网路，纳税人少跑
优化“服”的质量
中、事后的监管和追责。”该局征管信息部
马路”的办税新时代已经来临，深化
“放管
门负责人认为，
“放”和“管”，就好比是车
“现在到地税局办事方便多了，附报
服”改革，给纳税人提供的最优服务和最
的两个轮子，只有把两个轮子都做圆了、
的资料与过去相比减少很多，不仅办结时
方便快捷的办税方式，让纳税人切身感受
平衡了，
车才能跑得好。
间缩短了，很多事项还能实现当场办完。”
了税改
“红利”
。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马俊报道：9 月 19 日，赤壁市扶
贫系统上下联动巡察工作接受咸宁市委第一巡察组和督
查组的巡查，受到一致肯定。
近年来，赤壁市按照“八个一批”的工作要求，扎实推
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向深度、精度发展。截止目前，
全市 4 家业务银行共发放政府贴息小额扶贫贷款 333 笔，
总计 1959.9 万元，有力支持了贫困户发展相关产业，确保
了重点扶贫项目平稳顺利推进。
督查组希望该市认真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扎实抓好扶
贫领域专项巡察工作，切实加强扶贫项目和资金的使用监
管，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脱贫攻坚提质增效，如期
完成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的工作目标。

赤壁开展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陈清报道：近日，赤壁市审计局对余家
桥乡自然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试点项目展开审计，为
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加装
“安全锁”
。
为保护资源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崛起，
该市审计局围绕余家桥乡自然资源资产底数，瞄准土地、森
林、水等重要自然资源资产的实物量，结合现状及变化情
况，进行实地踏勘。一方面对该乡所有湖泊、水库、河流、干
渠，进行水质抽样检测，加强对排污方式、途径、流入区域的
监管；一方面结合乡中心区及村组垃圾清运、处理情况，加
强对家禽养殖行业规模、排污配套设施建设情况，以及粪便
处理及排放情况进行监管，认真落实湖泊围栏、网箱养殖拆
围，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赤壁城管开展夜间专项巡查

整治建筑工地噪音扰民
本报讯 通讯员倪万勤报道：
9 月 18 日晚 20 点，
赤壁市
城管执法大队以渣土管理中队为主体，
抽调 3 名控违人员组
成工作专班，
出动 2 台执法车，
展开夜间噪音扰民巡查。
9 月份以来，随着天气由热转凉，部分城区建筑工地为
赶工期日夜施工，形成的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引发附近居民
上访。对此，该市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决定开展一次渣土
管理夜间巡查专项行动。
按照制定的方案，巡查队实施定点整治，一方面对一桥
北地区的垃圾运输车辆和占用机动车道经营车辆，以及城
区范围内的在建工地进行巡查，一方面从四中地下通道项
目工地开始，一路巡查到高铁火车站附近的丰业盛世建筑
工地，发现城区 16 个在建工地基本都能按规定时间，于夜
间 10 点以前停止施工作业。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主栈桥提前贯通
9 月 19 日，随着最后一块钢桥面板平
稳铺设到位，赤壁长江公路大桥主栈桥
提前一周实现贯通，标志着由中铁大桥
局承建的赤壁长江公路大桥临建施工圆
满完成，
开始进入主桥桩基础施工阶段。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总里程 13.263 公
里 ，其 中 长 江 大 桥 长 5.572 公 里 ，主 桥
1285 米，接线全长 7.691 公里，全线采用
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打通
赤壁市东西通道，连接江汉平原的重要
桥梁。建设工期 48 个月，计划 2021 年建
成通车。
通讯员 黄富清 冷朝乾 摄

赤马港办事处举办技能培训

助力失业妇女再就业

围绕
“三度”目标

做强
“组合”
服务

赤壁着力提升城市社区党建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近年
来，赤壁市围绕“三度”目标，精准对接群
众意见建议，强化问题整改，不断提升城
市社区党建水平。
所谓“三度”，是指群众卫生、治安和
服务三个满意度。
为准确掌握社区基本情况，该市组建
一支由 60 多名志愿者组成的第三方调查
队伍，分组深入各城市社区、街巷、小区、
楼栋进行调查。通过电话访谈、现场查

赤壁交警

查获首起
“毒驾”
案
本报讯 通讯员彭海社、张薇报道：9
月 25 日晚，赤壁市公安交警大队在夜间
整治行动中，成功查获一起毒驾案，成为
该市查处的首起
“毒驾”行为。
当晚 10 时许，赤马港中队民警在赤
壁市东洲大道华美达酒店路段设卡清查
时，一辆号牌为鄂 L69T01 号小型汽车刻
意规避检查，民警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驾驶人不但拒绝配合检查，反而
加速冲卡逃离，随后被前方卡点民警截
获。在检查中，细心的民警发现驾驶员神
情紧张、眼神迷离，且对民警的盘查闪烁
其词，民警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判定该驾驶
人可能是“毒驾”。于是展开进一步审查，
通过对驾驶人何某进行尿检，结果呈“阳
性”，属吸毒后驾驶车辆的危险行为。在
事实面前，何某对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看、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征求居民意见建
议，了解城市社区“三建”工作推进情况，
开展群众治安满意度、卫生满意度、服务
满意度测评。先后发放问卷调查表 1700
余份，随机走访居民 2300 余人次，电话访
谈 260 余人次，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1800 多条。其中，第一次“三度”调查收
集意见建议 1100 余条，第二次为 700 余
条。
该市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将
“三度”测

评意见反馈情况进行通报曝光，对存在的
问题深入包保单位进行实地调研督办，倒
逼问题整改落实。同时，注重整合城管和
包保单位力量，组织开展万人洁城行动，
重点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卫生问题，
并通过组织公安综治力量进社区、小区，

开展 110 志愿巡逻服务和“走街巷·连民
心”活动等，围绕
“六必访”
、
“六必报”进行
跟踪服务，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提升
群众满意度，群众对社区卫生、治安、服务
的 满 意 度 分 别 较 上 年 提 升 了 21.9% 、
19%、26.3%。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赤壁好人”
陈和安——

爱心温暖癌症患儿
记者
23 日，
“赤壁好人”
陈和安与小儿媳石
雅琴一起，
在有关人员的引领下，
来到赤壁
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6 楼 9 号病房，为年仅
10岁的患癌男孩捐助6000元爱心款。
原来，陈和安通过赤壁电视台了解
到，这个名叫陈政的男孩，是该市赤马港
学校四年级 2 班学生，其父亲陈春林今年
43 岁，
在陈政被武汉协和医院确诊为髓母
细胞瘤（俗称
“脑癌”
）后，
倾其所有为陈政
治疗，
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为重病，陈政没有去上学。老师
了解情况后，发动学校的同学和家长自
发为陈政捐款，一共捐了 2000 多元；因
为重病，陈春林所在社区的邻居和社区
全体党员，也为小陈政发起了爱心捐款，
共计 1230 元。

黄柱

然而，这些爱心捐款，对陈政来说只
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保障正常
治疗。
以前，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陈春林
一人在外务工，生活本就十分困难。为
了给儿子治病，陈春林夫妻向亲戚和朋
友借了外债，至今为治病已经花了 20 多
万元。正当陈春林一家感到山穷水尽
时 ，不 幸 的 噩 耗 再 次 降 临 到 这 个 家 庭
—— 本 月 初 ，陈 春 林 也 被 查 出 患 了 肺
癌。陈春林的妻子忧心忡忡，每日以泪
洗面，
寝食难安。
获悉陈春林一家的不幸遭遇后，
远在
湖南忙生意的陈和安，
当即停下手里的所
有事情，连夜赶回赤壁老家，为陈政发起
了爱心捐款。于是有了本文开头一幕。

据了解，多年来，热心公益的陈和
安，先后收养过多个被遗弃的重病患儿，
帮他们重获新生。中央电视台曾对她的
事迹进行了跟踪采访报道。新浪、搜狐、
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相继转载，被网民
誉为是“天使妈妈”。不仅如此，陈和安
还先后带动爱人刘有根和儿子、媳妇、孙
子一同做公益，
向社会奉献爱心。
当陈春林接过陈和安与小儿媳的爱
心捐款时，眼里噙着泪水激动地说：
“我
们素不相识，但你们慷慨解囊伸出援手，
让我和儿子充分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我
们一定要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
临离开医院时，陈和安反复安慰陈
春林，一定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并祝福
陈春林父子俩早日康复。

本报讯 通讯员谢炜、舒俊杰报道：
“感谢社区提供的
这个机会，让我有了一个学习和找工作的平台，希望以后这
样的培训越来越多。”近日，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
区组织失业和待业妇女开展月嫂及育婴师培训，普及月子
及育儿科学养护知识，帮助未就业妇女增强职业技能，拓宽
就业渠道，受到普遍好评。
来自武汉喜婴乐母婴护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深专家，
通过多媒体教学、实操演练、现场互动等方式，专业化、系统
化讲解新生儿护理、产妇护理、月子餐制作、婴幼儿辅食添
加、孕妈妈免费教学课堂、月嫂职业道德等专业技能，对通
过有关考试的妇女将进行登记并推荐就业。
目前，一期培训已有 22 名孕妇参加了孕妈妈免费教学
课堂、8 名月嫂顺利结业准备上岗。

赵李桥镇羊楼洞村

野果飘香引客来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道：
“ 以前就听说羊楼洞的
野果很有名，几次慕名前来都没有遇上，没想这次如愿以
偿地吃到了味道纯正的野生果子。”金秋时节，在赤壁市赵
李桥镇羊楼洞旅游区的青石板街上，成群结队的游客正在
抢购野生猕猴桃、毛栗等野果。
羊楼洞位于赤壁市区西南 26 公里处。每到秋季，山上
野果飘香，常常引得附近县市游客纷纷前来采摘。前些
年，由于采石场的大肆开发，导致本来宁静幽清的山村日
夜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漫山遍野都被厚厚的一层尘土覆
盖，前来游玩的游客也逐年减少。
近年来，赵李桥镇以创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契机，及时取缔、关停污染环境的企业，扎实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绿色产业，使青山绿水、漫山野果的生态环境
重现人间。

六米桥社区举办包饺子活动

关爱社区独居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黎琳报道：
“社区经常搞这样
的活动，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温暖，我们这些老人再也不觉
得孤独了。”9 月 26 日上午，赤壁市蒲纺六米桥社区为关爱
独居老人和失独家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国庆庆
中秋话团圆”包饺子活动，让老人们倍感温暖。
参加这次包饺子活动的有22名独居老人、
8户失独家庭。
为丰富活动内容，社区文化志愿者经过精心准备，不
仅为独居老人和失独家庭送上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20 余
名志愿者还分别陪着老人和馅子、擀面皮、包饺子、谈心说
事，场面火热而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