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李先启 颜石敦

5月26日， 装饰一新的郴州高新区国地税联合办税
大厅，前来办事的纳税人络绎不绝。从取号、排队到办完
事， 湖南正和通矿产资源供应有限公司会计曾艳琴只用
了10分钟。

曾艳琴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在国税局开完票，还要
到地税局继续申报缴税，办个事要半天。现在一个窗口就
能办结两家事，省时省力。

郴州高新区目前共有企业、个体户1000余家，国税、
地税部门服务任务重、压力大。今年1月，为进一步方便纳
税人，并降低税收征纳成本，该区国税局和地税局整合资
源，在办税、宣传、征管、信息共享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
平台、业务、管理、服务等无缝对接。

郴州高新区国税局局长谢程鹏介绍，他们共筹资10
余万元，对原地税局办税大厅进行提质改造，增添了共用
触摸屏、电子显示屏、监督台等设备。在改造后的大厅，国
地税联合办税，实行“一人一岗双机双系统”办税模式。在
5个办税窗口，每名工作人员配备两台电脑主机，根据纳
税人办税需要，工作人员可一键切换国税、地税业务办公
系统。

同时，为促进业务融合，郴州高新区国税局、地税局
加强业务培训。至今年3月，除税款入库、发票代开之外，
其联合办税大厅每个窗口可办理23项涉税事项。4月以
来，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及征收、发票管理、涉税文
书、涉税咨询等25项涉税事项，均实现“一窗通办”。现在，
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时，不必转换窗口，每单业务办理时
间从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

郴州高新区国税局、 地税局还将国地税业务中涉及
的35个文书涉税资料制成“二维码”，纳税人用手机扫一
扫，便可轻松获取所需资料和办税流程。在办税大厅还设
立“营改增”税控收款机转换集中办公点，实行地税报税、
缴票、销卡，国税注册、发卡、发票手续“一站式”服务，解
决了“两头跑”、“多头找”、重复报送材料等难题。

到5月中旬， 郴州高新区国地税办税大厅已累计接
待纳税人2400余人次，受理涉税事项1.3万余笔，互办对
方业务300多笔，工作实现零失误、零投诉。

“一窗”办结两家事
———郴州高新区国地税深度融合办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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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夏艳红）5
月26日，益阳高新区国税局干部胡朝辉和同事来到区里
一家餐饮企业，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辅导。据了解，益阳
市国税部门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契机，积极回应纳税人
关切，为纳税人提供简便、高效的服务。在国税部门指导
下，目前，全市8532户“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均能顺利开
具增值税发票。经电子评价系统调查，纳税人满意度达
99%。

实行“营改增”，生活性服务业、建筑业等不同行业
税率不一，加上发票衔接、税控机安装等，工作量很大。

为了能在5月1日顺利推行“营改增”，益阳市国税局在完
成管户交接、数据清分核实的基础上，用多种办法强化对
纳税人的培训，使全市“营改增”纳税人培训面达100%。在
1个多月时间里，该局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集中培训与
“一对一”辅导、分行业培训与分内容培训、面对面授课和
网络推送相结合等方式，共举办“营改增”纳税人政策业务
培训27期，培训纳税人3705人次，并开展增值税发票升级
版培训2589人次。对不能到现场参加培训的纳税人，则采
取小课堂辅导和上门服务等，共培训5331人次。

益阳市国税局还成立政策解答专家团队， 利用微

信、QQ和现场解答等形式，进行政策解读。同时，开展
“需求大征集，服务大走访”活动，组织了4场次纳税人座
谈会，解疑答难。还与地税部门联合办税，设立“营改增”
绿色通道，方便纳税人。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宋胡海）“开发商拖欠我们9个农民工工资，多次
交涉无果，后来听人介绍，通过网上信访求助。没想到一
天后，信访部门就协调督办，很快拿到了工资。”5月底，
桂东县沤江镇草堂村村民周飞雄在网上信访办公平台
发帖，对网上信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为解决群众上访难， 去年桂东县推出“互联网+信
访”。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开通网上信访平台，群众通过电
脑或手机登录，按照提示填写姓名和证件号码，即可进

行投诉、提出建议等。为扩大“互联网+信访”影响力，该
县在各乡镇、村（社区）及单位来访接待场所、交通要道
与车站等人口活动密集区，张贴宣传画。还制作网上信
访宣传片和手机APP、二维码，推送网上信访宣传页面
及链接。

同时，桂东县严格落实当日访情当日受理、当日交
办要求，把受理的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全部在网上
统一流转和公开，做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
踪、可督办、可评价，使信访事项办理、反馈更快。县信

访局局长钟亚斌说：“信访投诉平台收到的信访件，将
自动进入待办列表，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群众信访件
转送至相关责任单位。信访人可随时在网上跟踪查询
办理进程和结果，并对信访部门和有关责任单位进行
满意度评价。”

信访“触网”，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去年
6月网上信访运行以来， 桂东县共受理信访96起 ，
及时受理率、按时办结率均达100%，群众满意率达
98%。

首创政府购买服务贷款
农行常德分行助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侯亦斌 彭
沙诗 许宁宁）农行常德分行创新推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贷款”，近期先后向常德市金禹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澧县嘉
诚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放全省农行系统第一笔、 第二
笔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贷款共6亿元，以支持常德“海绵城市”
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政府公共服务提供
方式改革。

该行推出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贷款， 是指向政府购买
服务承接主体提供的、 用于解决其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过程中所需资金的贷款， 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
项目，主要包括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市政工程、地下综合
管廊、海绵城市等。今年来，农行常德分行组建营销团队，对
纳入当地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社会效益良好的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类项目全面摸底，并建立目标项目库，迅速对接政
府购买服务承接单位。“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贷款” 可将政府
购买服务协议项下应收账款作为质押， 对纳入政府采购清
单项目的承接单位给予贷款， 有效解决了因抵押物不足而
导致的项目融资难题。

据悉，农行常德分行目前正在营销上报的“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贷款”，还包括新河水系综合治理15亿元融资项
目、常德经开区棚户区改造3亿元融资项目等，并制定了

“每个县域支行做实一个、 再储备一个类似项目”的
“1+1”计划，目前该行正在对接营销的此类贷款总额达
35亿元。

据悉， 省政府2014年出台 《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
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逐步推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服务工作。

强化培训 上门服务
益阳“营改增”顺利推进

当日受理 当日交办
桂东推出“互联网+信访”

曹辉 易新姣 冉春雷 蒋睿 王先茹

“水利站截留专项资金，违规发放津补贴，将给予
站长熊亚湘党纪处分， 并追究相关分管领导主体责
任。”5月27日，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镇村干部大会上，镇
纪委书记陈艳红按照“一案一通报制度”通报了一起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件。

“一案一通报”制度是云湖桥镇相关领导班子成员
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之一。自2014年起，云湖桥镇坚持
从严治党，治出一派新气象。

一起问责引发“思想地震”
2014年3月7日，湘潭县纪委向云湖桥镇党委交办

了群众反映古湖村村支部书记龙赞斌的有关违纪问
题，并多次下达交办函。同年8月，湘潭市、县纪委成立
联合调查组进行“一案双查”，既查处了违反纪律挪用
公款的龙赞斌等人， 也问责了对信访举报件办理不力
的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

消息惊醒了所有人：没有做到位的工作，是要被问
责的！

担任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党委书记杨林在谈
话后受到了很大触动。他主动找领导作检讨。

“书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作自我检讨，直陈自己在
管党治党方面失职失责，前所未有。”一些干部说。

压力传过来，在党员干部中引发了强烈的“思想地
震”。此后，党委书记与党政班子成员逐一谈心谈话，多
次召开大会，力求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

真抓严管从严治党
2014年12月，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云湖

桥镇的党员干部见真章、看行动，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不仅讲廉政党课、编印典型案例等，还开辟多个专栏，组

织诗词征文比赛、廉画下乡等活动，让正气树起来。
“要敢当‘黑包公’，坚持‘零容忍’。”陈艳红说。

2015年，云湖桥镇开展纪律督查32轮次，下发通报12
期，点名道姓通报批评55人次。共约谈12人，诫勉谈
话7人；对少数“任性”用权的党员干部，该镇毫不客
气亮出惩治利剑，实行“一案双查”，仅去年便有5名
站办所负责人因履行“两个责任”不力被问责。

同时，云湖桥镇广泛问计，并将全面排查后新发现的
15个廉政风险点，逐一研究制定预防措施。2015年，云湖
桥镇主体责任考核在全县19个乡镇中排名第三，监督责
任考核排名第二，一举甩掉了全县倒数第一的旧历史。

面貌一新蒸蒸日上
为了服务企业，云湖桥镇建立干部联系企业制度，

领导干部每月至少深入联系企业一次， 帮助协调解决
实际问题。

金宏泰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出现困难， 领导干
部多方协调帮企业化解矛盾。目前该项目已重新启动，
预计10月份左右建成投产， 可解决劳动力就业300余
人，实现年产值2亿多元，年税收2000余万元。而类似
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形势下， 云湖桥镇经济
发展指标却逆势飘红。2015年， 镇引资落户项目5个，
固定资产投资5亿多元，同比增长10.87%；累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28.1亿元，同比增长14.2%。

经济发展了，民生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去年，该镇
投资310万元， 建成500米的镇区排污工程及340米雨
水排水工程，还分别投入78万元、200万元用以改善镇
区环境和镇文体广场工程建设。

真抓严管抓出好作风，好作风带来好气象，人民群
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2014年， 云湖桥镇民调排
名全县倒数第一，2015年上升到第七。

“2+1”共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5000吨级集装箱船舶
安全通航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郭柒军）今
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省交通厅及岳阳市政府三
方，在岳召开“合力推进长江湖南段黄金水道建设座谈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目前， 长江湖南段海轮航道维护水深由
3.2米提高到6米，枯水期由3.2米提高到4.5米，确保万吨散
货船、5000吨级集装箱船舶安全通航， 保障了湖南外向型
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0年1月， 岳阳市政府与长江航务管理局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长江海事、长江航道等共同推进岳阳至武汉231
公里航道疏浚， 已完成杨林岩整治工程和铁铺———熊家洲
河段整治工程建设，为后期中游航道发展实现远期规划、改
善航行条件打下基础。

2010年以来，交通运输部相继批准开通城陵矶口岸至
宁波、南通、太仓、上海“五定”始发班轮航线和城陵矶至香
港、 澳门外贸集装箱国际直达航线。 岳阳从深圳购买2艘
3000吨级的集装箱船舶投入港澳直航运营，确保了城陵矶
至港澳直航常态运行。

从2011年开始， 岳阳相继成功申报城陵矶综合保
税区、启运港退税试点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汽车整
车进口口岸、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进口固废指定口岸，
并完成建设通过国家验收； 同时开通了岳阳至东盟国
际接力航线。

当日， 三方会谈达成共识： 加大长江航道武汉———
城陵矶4个河段的整治力度， 将航道维护水深在枯水期
由4.5米提高到5米，使1.7万吨散货船、5000吨级集装箱
船舶常年通航；完善长江航运综合信息平台对接，促进
岳阳段主要港口、航道、运输船舶和安全监控数字化管
理。

被问责之后……

银发辉映红领巾
5月31日，长沙县安沙镇毛塘小学，学生向敬老院的老人献上红领巾并敬队礼。当天，该校举办庆“六一”校

园艺术节，特别邀请了附近敬老院数十位老人参加。学生们用童心演绎快乐，用多种形式的节目传递心中的
喜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杨浩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 月 2日

第 201614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30 1040 551200

组选三 703 346 243238
组选六 0 173 0

9 9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2日 第201606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1049783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6 1799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84
72791

1308918
11520973

45
2462
48235
432106

3000
200
10
5

0717 18 23 28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