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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金税花开
—长沙市国税局积极备战金税三期上线工作
——
郑旋

黄胜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 规范税收执
法，提高税收行政效能，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的统一部署，金税三期工程优化版各应用系
统 （以下简称金税三期系统） 将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在长沙市税务正式上线运行。
在即将迎接金税三期系统上线的关键
节点上，我们走进长沙市国家税务局所辖各
单位，对一系列筹备工作展开了逐一的调查
了解。

落实走在前列， 金税三期加
速办税信息化、现代化
金税三期工程是什么呢？
金税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电
子政务工程，是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的总
称。 自 1994 年开始，先后经历了三期建设。
此次金税三期则是国家税务总局借鉴国际
先进理念和经验， 结合中国税收管理实际，
历时 10 余年打造的旨在统一国税、 地税核
心征管应用系统版本， 构建覆盖所有税种、
覆盖税收工作主要环节、 覆盖各级国税、地
税机关的全国税收管理信息化系统。
截至目前，金税三期已在重庆、山东、山
西等六个省市国地税试点上线运行。 今年在
包括湖南在内的 14 个省市国地税上线，并
且将于明年实现全国国地税全覆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部署，湖南已在 8
月 1 日开始双轨试运行工作， 并于 10 月 8
日起将实现单轨运行，全面运行金税三期系
统。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金税三期系统是国
家税务总局在不断探索、总结、研究税收信
息化建设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不断优
化和完善，推出的一套更为全面、更为先进
的税收征管信息化操作系统：
一是可以优化纳税服务，通过信息网络
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便捷、全方位的税收服
务； 逐步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轻松办税，从
而大大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二是能够统一国、地税核心征管应用系
统版本， 实现业务操作和执法标准统一规
范，促进税务部门管理职能变革；实现全国
数据大集中， 及时利用全面准确的数据信
息，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税收征管水
平，有效降低税收成本。
三是将有力地推动国家电子政务建设，
促进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作，为提高国
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提供全方
位支持，从而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作为“
互联网 +” 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
现，长沙市国税局金三工作小组成员康伟表
示，“金税三期为今后的涉税业务处理以及

省国税局局长丁永安一行在长沙国税指导金税三期优化版双轨试运行工作。

纳税服务提供了无限可能。 ”

力测试， 检验其在并发压力下的稳定性，
并发现、解决相关问题。
随后我们来到芙蓉区国税局办税服
务大厅，LED 显示屏上偌大的“金税三期”
四个字和“金税公告”首先映入眼帘。 据
悉，为了保证新旧系统的平稳切换，长沙
市国税的各个区县局均作了广泛的前期
宣传：及时利用办税大厅显示屏、宣传栏、
纳税服务 QQ 群、微博微信平台以及宣传
手册多渠道、多角度地向纳税人告知了金
税三期工程的推广意义及注意事项， 并对
现行 CTAIS 系统与金三系统双轨运行期
间，可能给纳税人带来的不便，及早做出了
宣传解释工作。 市局还专门制作了金税三
期双轨图片宣传视频， 在整个系统营造金
三工作氛围。
为了尽可能减少旧系统停机和新系统
上线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长沙
国税全面采取了“预约服务”的形式与纳
税人沟通业务办理时间， 提前引导纳税人
错峰办税， 大力争取纳税人对金税工作的
理解与支持。 此外，针对新系统上线初期可
能出现的运行不稳定、 查询功能不完善等
问题， 市局系统还组织各相关处室编制了
一系列稳妥可行的技术应急方案， 做好应
急演练工作。

除了技术培训外，金税三期上线任务中
还包括基础环境搭建、差异化分析、特色软
工作不留死角， 全方位保证 件改造、数据初始化、数据迁移、压力测试、
日 夜 奋 战 一 线 ，“白 + 黑 ”
双轨运行、单轨切换等。 其中，数据的清理和
单轨如期顺利上线
准确转换是各地原有系统与金三工程顺利 “
5+2”模式催生最可爱的人
对接的必要保证。
9 月 16 日中午 12 点，本该是午饭时间，
长沙县国税局副局长徐周灿表示，长沙
金税三期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动用人
长沙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却
县经济状况较为复杂，业务量大，业务类型 力多，面对种种困难，市局和各区县局将其
仍在紧张工作。
多。 试运行初始阶段，县局采取了白天在前 纳入了年度重点绩效考核项目，并明确考核
长沙县局作为市局推荐演练单位之一， 台利用 CTAIS 系统收集数据， 下班后通过
范围。 自 8 月份以来，大部分工作人员采取
8 月份便进入了紧张的双规运行、9 月又迅 金三系统在后台集中录入的方式，工作压力
“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从早上 8 点到
速开始了全业务域全员全量演练工作。 为了 极大，但全局上下均加班加点、鼓足干劲、力 办公室，加班至深夜才回家，周末双休日也
让演练重点突出， 更快熟练掌握操作技巧， 克重重困难， 干部们累计加班近 9800 余小 不例外。
县局先后两次邀请省、 市局金三办公室的 时， 最终确保了定向演练工作的圆满完成，
正是这群不辞辛苦的税务工作者，目标
100 多名业务骨干前往该局，就金三系统的 并得到了省国税局丁永安局长的表扬。
坚定，齐心协力，才能将省局“时间到人、任
软件构架、各模块操作等对全局操作干部进
9 月 17 日下午 4 时，在距离长沙县国税 务到人、量化到人、责任到人、考核到人”的
行学习培训。 据了解，全局共有 70 余人参与 局 15 公里外的雨花区国税局里， 随着该局 要求贯彻落实。 他们在为金税三期付出大量
金三系统操作学习中，广泛涉及办税服务大 纳税服务科副科长傅小华的一声口令，全区 心血的同时， 谱写出许多感人可泣的故事，
厅及其他诸多业务管理部门。
200 余名办税人员、 业务科室人员在 10 分 为长沙乃至全省税收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
同时， 据纳税服务科科长陈赣介绍，该 钟时间内，同时反复登录、退出湖南省国税 的精神财富。
局为了给金税三期试运行尽快培养一批业 局金税三期优化版系统，对新系统进行人海
16 日上午， 在长沙县局征管科办公室，
务能手， 特意从 1300 多名高学历人才中挑 并发压力测试，以最饱和的状态检验新系统 科长刘术红亲切地与笔者握手交谈，短短几
选出了 30 名临聘员工来充实金税操作队 服务器在高峰期的承受限度。
分钟的采访过后，她便急匆匆投入到工作当
伍， 邀请专业导师对其开展了 5 天礼仪培
据该局副局长张靖介绍，此次压力测试 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双冰凉的双手，
训，4 天基础业务知识培训，以及 4 天的金三 是在全省范围内同步进行，一直将持续到当 似乎透露出她带病坚守岗位的讯号。
双轨运行模拟演练培训。 由这 30 名员工与 天的晚上 8 点。 目的是在金税三期系统正式
了解才发现，她身体确实不太好。 一直
10 名县局业务骨干共同组成 12 个小组，采 单轨上线前，通过大量前台窗口在同一时间 以来她就有胃疼的老毛病，金三上线的高强
取以老带新的方式集中在后台，有效规避了 内进行相同的操作指令，让系统在短时间内 度工作，让她时常忘记吃饭，在胃病时常发
双轨试运行阶段前台服务时间浪费，从而导 达到访问峰值， 从而对系统服务器在生产、 作时也只能随便买点药应付。 几天前凌晨 3
致大厅拥堵失序的现象。
网络、安全、存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一次压 点多时，她突然胃炎发作，痛如刀割，被家人
送往医院急救后，医生要求她马上进行胃镜
检查，并必须放下一切工作住院治疗。 结果
因为当天有数据清理的紧急任务需要布
置，她不顾医生劝阻，匆匆忙忙赶赴到了
金三一线，一刻都没有耽误工作进度。
6 月以来， 加班加点已是工作常态。
丈夫在地税局工作， 也面临着金三上线
的工作任务。 暑假在家的 7 岁女儿没有
人照顾和陪伴， 无奈之下她只好与丈夫
决定将女儿白天送去爷爷家， 晚上谁先
下班则谁负责接回。
然而，两人接到孩子时经常是深夜，
孩子早已睡着。 因此，女儿总是在抱怨妈
妈不愿意陪她，完全不爱她了。 面对孩子
的抱怨， 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也希
望尽可能好地照顾家庭， 当一个孩子心
中的好妈妈， 但同时我也要保证完成好
我的工作，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能
够做到的事。 ”
从 6 月到 9 月，从初始化信息采集到数
据清理核查，从定向演练试运行到全岗全量
阶段，都少不了刘术红的身影。 同事符勇对
她的敬业称赞不已，“她每天总是第一个到
办公室，加班至少到 11 点之后才离开，中午
也从来没有休息过。 ”
长沙市国税局启动金税三期双轨试运行，在后台进行金三压力测试时，前台窗口如常处理纳税人办税需求。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全市许多金
三工作人员遇到业务疑难时，都会在第一时
间去请教一位叫“傅娭毑”的老师。 傅娭毑，
是同事们对傅小华亲切的称呼。 精干的身
材、两鬓斑白的银丝，傅娭毑作为雨花区局
纳税服务科副科长，年龄优势不再，但她却
始终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与刘术红这般
的年轻工作者一样，任劳任怨地坚守在“推
金”一线上。
“快快快，3 号窗口人员准备好了吗，测
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日下午，在雨花区局
办税大厅里，年逾五十的傅小华扯着嗓子为
大厅前台各操作人员进行压力测试的督导
工作，整个大厅时刻都能瞥见她忙前忙后的
身影，都听得见她嘹亮的嗓音。
她是从事税务工作 30 多年的“老黄
牛”，即将退休。 在接到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任
务后，毅然决然地承担了金税三期优化试点
集中工作组的任务。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
她放弃了正常的周末休息， 每天加班加点，
连续奋战近 70 个日日夜夜。 心脏不好的她，
好几次在不舒服的情况下瞒着同事服下救
心丸，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坐在电脑面前加班
处理工作。 从审核每一条数据，到与市区局
其他科室、各分局的沟通协调，她从来都是
不厌其烦。
她用最短的时间， 熟悉了新系统 12 个
业务域中 11 个（除稽查外）的基本操作，成
为培训其他业务同志的领头老师。 她不仅一
次次亲身示范， 还在笔记本上一笔笔做记
录， 将操作流程一遍遍反复教授给培训人
员。“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只能记在笔记本
上反复学习”，她笑着对我们说。
在全市的金三系统操作授课期间，她总
是尽责地加班至最后一个学员完成当天的
业务测试才肯离开。 有时在县里授课，持续
到半夜，她又草草收拾下，便一个人开车直
接赶赴下一个国税局，投入到第二天紧张的
培训当中。
“把纳税人的服务永远放在第一位，不
要让纳税人多一分等待。 ”这是长沙国税党
组对金三工作的要求，也是金三这些“最可
爱的人”时刻牢记于心的宗旨。 许许多多像
傅小华、 刘术红一样艰苦奋斗的工作人员，
用无私的工作情怀，忘我的奉献精神，大半
年的辛勤汗水，共同浇灌着金税花开。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国税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