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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税创新税收风险管理

42户企业
主动申请税务核查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王庆娇
柳溢青）“正式启动IPO（首次公开募股）前，还请你
们过来把把税务关！”近日，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主动申请税务部门对其纳税情况进行风险核
查，该公司财务部主管郭斌表示，税务局上门辅导后，
公司上市免除了后顾之忧。 记者从省国税局获悉，我
省实行的纳税人主动申请核查在全国属于首创。

“此次税务辅导后， 我们虽然补缴了38万元税
款，但非常值得。”郭斌说，如果是以往的税务稽查，
即便是无意识漏税，一旦被查出，不但要补缴税款、
滞纳金，还要承担最低19万的罚款，最重要的是一旦
留下“案底”，将使公司信誉受损，影响上市。

过去对税务部门唯恐避之不及， 如今主动邀请
税务人员上门核查，为何会出现这一转变呢？

（下转3版②）

本报记者 谢璐 周云武

10月10日， 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柏乐
园成功开园试营业，吸引游客逾5000人。这
个总投资10亿元的大型旅游休闲度假项
目，从签约到开园，只用了2年4个月时间。

“这个速度，得力于望城区政府许多部门工
作的快节奏和干部队伍的硬作风。”园区董
事长余岁柏感慨。

“如何为企业服务、为项目服务，是新
时代给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面对新课题，作风建设，不是简单地转变，
而是大胆地创新。”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在望城开展之初， 区委书记谭

小平就在动员会上发出号召。

把问题找出来

找问题，先向群众讨教。
2月21日，全区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的

第二天，谭小平带领区委机关干部，来到高
塘岭街道莲湖社区老党员纪德先的家里，
当得知80岁高龄的纪德先只在电视里见过
自己时, 谭小平拉着纪老的手， 诚恳地说：

“只在电视上见过，说明我身上就存在官僚
主义。我平时来少了，今天来就是要找回昔
日好作风；同时也是想听意见,您和在场的
群众，对区一级、街道一级、社区一级，所有

的干部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哪些作风要
不得，都可以跟我说。”那天下午，他们总共
讨到了9条意见。

“奉承话和赞歌听起来舒服，却是安眠
药，令人不知不觉丧失进取精神；意见虽然
不顺耳，却能警示、有疗效，帮助我们找出
问题。”谭小平总结时深有体会地说。

随后，望城区集中两个月的时间，由区
级领导带队，3000余名区直和乡镇（街道）
中层以上干部、群工队员和村（社区）干部
共同参与，深入最基层，点对点地走访，面
对面地询问，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和
诉求。

（下转5版）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炳） 万佛山景区自驾游
车辆排成长龙，皇都侗文化村“月也客栈”
一床难求， 坪坦侗寨千人合拢宴每天爆
棚……“十一”黄金周，“快乐乡村游”火了
通道旅游，全县共接待游客15.2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5774.9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27.3%、26.8%。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也是全国最佳休闲旅游县。全县有30多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森林覆盖率高达
74.56%，是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之地，侗族
风情、生态资源、红色文化交相辉映。近年
来， 该县将扶贫开发与发展旅游产业结合
起来，围绕“消除贫困、保护遗产、促进发
展”这个主题，重点发展乡村旅游，编制了
相关发展规划，投入2亿多元进行民族村寨
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 针对不同村寨
的文化特色，设计推出了民俗型、歌舞型、
建筑型等乡村旅游产品， 形成了百里侗文

化风情长廊。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促进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带动了农民增收。通道
黄土乡皇都侗文化村成立艺术团，村里侗
族群众放下锄头当演员，表演的歌舞取材
于侗家民俗和生活，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受
游客喜爱。2002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仅
790元，去年达到近5000元。通道侗锦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县里设立侗锦传
习所，采用“公司十基地十农户”模式，带

动村民织造侗锦。目前，全县共有4100名
“织女”从事侗锦产业，去年创收1100多
万元。

开发民族村寨，挖掘民俗文化，通道
实现了由“种田地” 到“卖风景”、“售特
色”的转变。近5年来，全县4.57万人依靠
乡村旅游实现了脱贫致富，跻身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今年1至9月，全
县接待游客96.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5.7亿余元。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透露

9月末存款余额
突破3万亿元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彬）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17日通报三季
度全省金融运行情况称：截至9月末，全省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存款余额分别
达到30156.2亿元、20208亿元，迈上3万亿和
2万亿的新台阶，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具体来看， 前三季度单位存款新增
1224.2亿元，同比多增142.8亿元；个人存款
新增1860.5亿元，同比少增88.4亿元。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人士指出，存款大幅增长，主
要得益于全省经济体量增加、 信贷增长派生
存款等原因，预计存款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贷款方面，受经济下行、需求不旺等因
素影响， 前三季度全省新增贷款1949.3亿
元，同比少增112亿元。不过，信贷结构调整
优化，薄弱环节信贷投放有所改善。前三季
度全省涉农贷款新增594.4亿元，同比增长
15.3%，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1个百分点，新
增额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三成左右； 新增
小微企业贷款339.7亿元，同比增长15.6%，
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4个百分点。

11岁男孩
捐献7个组织器官

6名患者同获新生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玉林

11岁的男孩刘爱（化名）因脑瘤去世，父母强忍
内心的悲痛，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决定：捐献儿子7个
组织器官，为6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新生。

10月18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6台移植手术全部成功，让这位充满爱
心的捐献者用另一种形式延续了自己的生命。据悉，
将一位捐献者的心、肺、肝、肾、角膜在同一家医院为
病人实施移植手术，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绝症男孩走完短暂人生，父母含泪
捐献7个组织器官

刘爱出生于衡阳农村，5年前因脑瘤接受手术治
疗。不久前，疾病复发，刘爱陷入了深度昏迷。在得知
无力挽回孩子生命的情况下，父母强忍悲痛，决定无
偿捐献儿子身上的心脏、肺脏、肝脏、双肾和一对眼
角膜。 （下转3版③）

编者按
省会新城区望城近年来以

新型城镇化为总揽，以创新创业
为推手，艰辛探索，奋勇开拓，开
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
之路 ，促进了作风转变 ,推动了
社会发展， 惠及了民生福祉。为
推介望城的成功经验，本报今天
起， 连续刊发3篇望城创新创业
的综述性报道。

沉到基层去 找回好作风
———长沙市望城区开辟创新创业之路（之一）

“快乐乡村游”火了通道
近5年全县4万多人实现“旅游致富”

2015届高校毕业生
进入“求职期”

近万名应聘者挤爆建筑专场招聘会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上午，络绎

不绝的求职者把“2014年湖南省建筑行业大型专场
招聘会”现场挤了个水泄不通，主办方估计，今天入
场的求职者达到近万人， 使得本场招聘会成为今年
最火爆的一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招聘岗位数都
堪称全省专场招聘会的‘历史之最’。”中国湖南人才
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聘会汇聚了240余家
建筑行业知名实力国有、民营、股份制企业，提供各
类岗位5000余个。其中，中建五局、五矿二十三冶、
湖南路桥集团、省建工集团、长大建设集团、高岭建
设集团等我省建筑业“大佬”全部参展，成为吸引求
职者的一大亮点。

“现在正是2015届高校毕业生开始求职的时候，
这场招聘会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下转3版①）

10月18日晚，湘西苗族歌手在唱祝酒歌。当天，“相约凤凰唱酒歌”2014中国凤凰酒歌节酒歌晚会在凤凰古城北门城楼外开唱。
温柔的沱江水面上，夜空璀璨，流光溢彩，10多个苗族、蒙古族、藏族歌手，为观众献上了最具本民族特色的酒歌。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黄晓军 摄影报道

百亿级孵化航母驶进长沙天心

演员和名人不得主持养生节目

湖南电商能否玩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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