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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乡村 打年货
1月12日，赤壁市茶庵岭镇嘉树生态

休闲农庄迎来200余人的旅行团，游客们
一边游览乡村美景，一边忙着采购农家
黑猪肉等各类特产年货。该农庄坐落于
武深高速茶庵出口，计划投资3500万元，
一期完成投资1800万，是集生态种植、养
殖、餐饮聚会、休闲娱乐、农耕采摘、垂钓
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区。

通讯员 王莹 摄

2018年7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赤壁
市税务局挂牌成立，原赤壁市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在征管体制改
革后新起点、新征程的半年时间里，赤壁
市税务局充分发挥“1+1＞2”的效应，为纳
税人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体验。

“一窗通办”简流程

“以前我办税要国地税两头跑，有时
碰上业务高峰期还要排队，花了不少时
间。现在进一家门就能办完所有事，大大
降低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近日，赤壁
市何乾泰连锁大药房的何川办完申报后，
欣喜地聊起了新变化。

何川的事例，只是一个缩影。涉税业
务办理高效便捷无差错是纳税人评价税
务服务质量的首要标准。国地税合并后，
赤壁市税务局按照“一窗一人一机双系

统”设置窗口，从“一厅通办”升级到“一窗
通办”，进一步简化办税流程，提升服务效
能，让更多纳税人享受征管体制改革带来
的红利。只要符合条件，纳税人在办理职
业年金计划报告、车船税优惠备案等143
项业务时，最多只需跑一次税务机关。在
办税服务厅，纳税人可以无障碍办理国内
其他省份的15项涉税业务和省内其他地
市的154项涉税业务。“最多跑一次”改
革，为赤壁带来了深刻变化，让纳税人享
受到更多便利。

“一网通办”省时间

“从登陆帐号到全部申报完成，前后
用了不到5分钟，比以前快多了。”长江水
利委员会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会计文冬
红办理完申报业务后，对国地税合并后

“一网通办”带来的便利深有感触。在推
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赤壁市税务
局积极落实“放管服”要求，大力推进网上
办税，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等80个事项可
全程网上办理，近九成纳税申报实现“一
次不用跑”，极大缩短了办税时间，让纳税
人办税成本更低。

在硬件、软件不断升级的基础上，赤
壁市税务局全面构建“以网上申报为主、
自助办税为辅、大厅兜底”的立体式、全天
候办税服务架构，实现网上自主办、办税
自主选，满足不同纳税人的办税需求，提
升办税“体验感”。目前办税大厅自助办
税区配有3台自助办税终端，12台自助
办税电脑，导税区还有专人指导，纳税人
可自行办理相关业务。

随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持续
推进，纳税人办税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
化。网页版、电脑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都能办理税费业务，
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各种涉税事
项，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电子发票节开支

赤壁市楚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电
分公司以往每个月都要用上千份增值税
发票，用票量较大，需要经常去大厅领
票。交通成本、存储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还存在着纸质发票
丢失的风险，效率低下不言而喻。在开票
过程中，有时候还会出现纸质发票打印错

位、发票号码错误、开票系统故障等情况，
导致消费者无法马上取得发票，若是遇到
客流量高峰，容易造成消费者不满，影响
公司业绩。

税收管理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联同电
信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赤壁楚词餐
饮分公司安装了电子发票开票系统，破解
了该公司纸质发票使用困局。电子发票
为用户提供发票开具、下载、邮箱订阅、自
助打印等多位一体的功能服务，可无限次
重复打印，易于保存，为用户带来极大的

“便利感”和“获得感”。系统安装好后，赤
壁楚词餐饮分公司第一时间开出了全省
餐饮行业第一张电子发票。收银人员再
也不用在高峰期手忙脚乱了，既为企业节
约了人力成本，又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
服务。

主动跟进纳税人办税痛点、难点，为
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是赤壁市税务局
践行“互联网+税务”的重要举措之一。
电子发票在全市普及，将大量缩减纸张使
用，对节约社会资源、推动绿色经济有积
极作用。目前，餐饮业电子发票正在全市
推广。

赤壁推进试验区建设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杜承前报道：“焕然一新！看

着就有希望，看着就有奔头！”近日，面对金峰村修葺一新
的党群服务中心，村支部书记黄汉成深有感慨。

这是赤壁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赤壁市大力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试验区建设，借力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整合市政、公路、园林等部门资源，投
资1000余万元，对107国道、旅游快速通道两条主干道和
蒲崇、蒲嘉公路沿线9个乡镇（办）16个村的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作，着力
建设乡村组织振兴的示范工程。

赤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世浩介绍，在提升村级阵地
“硬实力”的同时，赤壁还将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生态环
境、文明乡风等四个方面发力，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乡村
振兴。

赤壁农村危房改造

年度完成率100%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道：为了让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的住房安全有保障，赤壁市以帮助
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的安全住房为基
本原则，目前已完成危改户746户，年度完成率100%。

2018年度赤壁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任务750户，下达
补助资金1239万元，户均1.65万元。其中第一批计划指
标400户。当年9月份，由危改办组织建工局、各乡镇政府
等单位进村入户，逐户开展综合验收工作，完成第一批农
村危改综合验收430户，经过多轮整改后合格403户。经
大数据比对，最终确定危改户为396户，补助资金648.14
万元，已于11月份拨付到农户一卡通；第二批计划指标计
划数350户，截止目前第二批农村危房改造已全部通过验
收，全年目标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赤壁市政

修桥补路畅出行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吴小芹报道：“盼望多日的硬

化终于实现了，我们出行就方便多了。”近日，赤壁市河北
大道明尚精英公交站台旁人行道硬化完成，一举解决了该
路段杂乱无序、破烂不堪的现象，获得附近居民的一致好
评。

为提高市政道路、排水、桥梁完好率，扎实加强市政公
用设施维护管理，赤壁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长期以来，
组织专班每周定期巡查市政设施，对城市主干道、城市死
角等容易被忽略地段，发现问题及时抢修。

2018年，该局共修补沥青路面5300平方，修复行道砖
3400平方，调整路牙石23000米，更换路沿石9500米，修
整三角沟32500米，安装防撞柱180个，清掏排水检查井
5200座，高压冲洗排水主管1800米，更换下水井盖99处，
落水栓65套。与此同时，该局还每周对城市桥梁检查一
次，及时修复了东洲大桥、陆水一桥桥面行道砖6平方，东
州桥栏杆部分加高加固70米。

柳山湖镇

治理垃圾美乡村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燕报道：近日，笔者走进赤壁市

柳山湖镇易家堤村，整齐的民房排列在干干净净的街道两
边，垃圾桶摆放有序，一幅幅匠心独具的山水、田园、特产
等3D墙面画卷，构成了一幅乡村美景图。

为保持农村环境干净整洁，该镇在原有的保洁机制
上，一次性投入60多万元，配置垃圾转运车2辆，洒水车1
辆，清扫车1辆，电动三轮车14辆，垃圾桶1531个，将传统
的人力型为主的保洁模式，提升到人机共作的新模式。该
镇每半个月开展一次检查评比，对各村垃圾治理工作进行
量化考核，将该项工作纳入村级班子的实绩考核中，跟每
个村保洁人员签订合同，强化清理垃圾工作。

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
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继续开展“文明家庭”、

“清洁庭院”等评选活动；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制
度，形成常态化；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清运保洁考核
机制；进一步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
保洁工作市场化。

近日，2018秀兰御府《出彩赤壁人》第二季总决赛在赤
壁市会议中心激情上演。这档大型励志真人秀节目是
2018年赤壁广播电视台举办的一场贯穿全年的文艺活动，
节目以展示平凡赤壁人的才艺和故事为主，受到了群众的
广泛参与和欢迎。 通讯员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兰燕
报道：1月12日，赤壁市公安局在
市人民广场举办平安建设、扫黑
除恶宣传暨“雷霆3号”行动涉案
财物发还活动，宣传扫黑除恶、打
击电信诈骗、反传销、打击毒品犯
罪和防范知识，向当事人返还涉
案财物150余万元。

2018年以来，赤壁市公安机
关按照省公安厅、咸宁市公安局
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和“雷霆3号”行动，重
拳打击黑恶犯罪和人民群众关
切的侵财类犯罪案件，共打掉涉
黑（恶）团伙 17个，破获案件 75
起，刑事拘留 157 人；破获各类
侵财案件 461 起，打掉团伙 10

个，刑事拘留 145 人。同时，注
重破案追赃，持续发力、追缴赃
款，最大限度挽回人民群众损
失。

据了解，此次返还的财物包
括现金 120 余万元，摩托车、电
动车25辆，手机100部，电脑48
台。通过此次活动，向广大群众
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
的成效和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行
为的决心。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全市公安机关将不断深化
各类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重拳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铁腕整治
治安突出问题，切实筑牢安全维
稳防线，着力营造持续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江凯强报道：为了维护在
押人员合法权益，增进司法公信力，根据《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
查的相关规定，近日，赤壁市检察院就犯罪嫌疑
人蔡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举行了羁押必要性
审查公开听证会。会议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援助律师到会进行监督和探
讨，同时参加听证会的有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看守所管教民警、犯罪嫌疑
人所在社区主任等。

经调查，2018年11月9日，犯罪嫌疑人蔡
某从官塘佳怡矿业有限公司乘坐面包车回家，
行至矿业公司磅房附近，遇被害人王某所驾驶
的大型货车，会车时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厮打，
致王某右手第五掌骨基底骨折。经法医鉴定属
轻伤二级。

在听证会上，通过承办检察官介绍本案的

案件来源、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事实
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机
关、援助律师分别发表了意见。

公安机关从犯罪事实、罪名认定、赔偿情
况、羁押期间表现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对犯罪嫌
疑人变更强制措施表示不反对；援助律师则从
案件的定性、量刑规范化、刑事和解、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嫌疑人家境等情况进行分析，建议
检察机关对嫌疑人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审查意
见；在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也
各自发表对本案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犯罪嫌
疑人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
小且已经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建议对其变更强
制措施。

最后，赤壁市检察院依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
和证据，结合公开审查过程中各方意见，作出了建
议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赤壁检察院组织公开审查

本报讯 通讯员马春霞、吕蓉报道：
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联合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规范》；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
要求》。联合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国
家标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广播电视
为主体整合县级媒体资源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规范。
赤壁广播电视台作为县级融媒体中

心示范单位，参与了两个“国家标准”的起
草工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总体架构与
业务规范”、“融媒体业务接口与数据交换
规范”等多项标准贡献赤壁经验，而全国
2000多个县级台当中仅有赤壁广播电视
台、青田传媒集团、龙陵县广播电视台三

家县级媒体参与。
2017年以来，赤壁全力落实党中央

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战略部署，全面推
动媒体内容、渠道、平台、管理深度融合，
打造县级区域新型主流媒体。2018年7
月23日，赤壁市融媒体中心正式挂牌成
立，管理运营赤壁电视台、赤壁人民广播
电台、今日赤壁报、赤壁网、赤壁政府网、

赤壁手机报、云上赤壁客户端、赤壁电视
台微信公众号等8个媒体平台。

在长江云的运营周报通报中，“云上
赤壁”的阅读指数、用户活跃指数、用户增
长指数、新闻宣传、直播活动等５项指标
均长期位于全省103个县市（区）县级云
上平台的前列。赤壁市融媒体中心“一中
心八平台”媒体融合改革成效初显。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正式发布

赤壁媒体融合改革成效初显

挽回人民群众损失

赤壁公安返还涉案财物

简流程 省时间 节开支

赤壁税务服务“1+1＞2”
通讯员 张升明 但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