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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在国家治理中起到基础性、支柱
性、保障性作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在基层，税收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始
终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推动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提供可靠
的财力保障。

近年来，在涟源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涟
源市税务系统积极作为，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推进机构
改革、着力“减税降费”、推行“一站式”服务
等举措，引得源头活水来，在服务经济发展、
保障民生福祉、提升涟源形象等方面作出积
极贡献。该局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2015年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成为娄底市首家
获此殊荣的科级单位，2017 年成功通过复
查；2019年退休职工肖光盛获第七届“全国
道德模范”称号，党委书记、局长李祝华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省级“园林式单位”、共
青团“省级青年文明号”、省级“健康食堂”、
省“特级档案室”等。一份份金闪闪的殊荣，
树立着“涟源税务”的品牌。

积极履职
——确保税收征管 助力减税降费

基层税务机关在依法征税收税、保税
源稳定、助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为确保税收征管有序推进，涟源市税务

局探索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分类分级税收
征管模式，建立和完善采石场税收“炸药控
税”的征管方式，建筑耗材综合治税、“两高”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税收征管、所得税管
理模式创新皆获上级表扬性批示。国产实
业（湖南）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例是我
省首例跨省追缴非居民税收的成功案例，列
入了国家税务总局的案例库。

同时，2019 年是国家政策的减税降费
年。在具体工作中，涟源市税务局紧紧围绕
减税降费工作的整体部署，成立减税降费工
作领导小组，层层督导，压实责任，全面推行
减税降费，保证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硬碰硬、
实打实。通过强化政策宣传，确保多缴税费
应退尽退，7月已基本完成退税工作，已实现
退税118万元，已退税占比达99%；政策落实
上做到应享尽享，今年1至11月累计新增减
税1.44亿元。

党建引领
——践行税务精神 打造“四合”单位

10 月 30 日，国家税务总局涟源市税务
局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知识测试。涟源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祝华监考，紧盯考试纪律，确保全局党员干
部考出党性修养，考出真实水平。

自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涟源市税务局持
续推进专题讨论、调查研究、问题检视、专项
整治等工作，从学入手，推进主题教育向实
处、深处迈进。同时，以主题教育促进党建
提升，以党建引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涟源市税务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明确税务局首先是政治机关，再是执
法机关，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理论武装，
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仰，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涟源市税务局组织开展“践行中国税务
精神、助力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活动，在全
局大力弘扬“忠诚担当、崇法守纪、兴税强
国”的中国税务精神；动员和激励党员干部
在改革中当先锋，作表率；深入开展“四强党
支部”达标创优活动，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最
强凝聚力、最强执行力、最强创新力、最强战
斗力的“四强党支部”。同时，该局严格履行
从严治党责任，把抓好党的建设放在心上、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
任的“牛鼻子”，各党支部书记切实担负起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将管党治党的压力一传到
底；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廉政文化建设作
为该局文化建设的重点来抓，在院落设计中
处处体现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长廊、打
造廉政文化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检日
活动、党支部达标创优活动。

通过党建引领铸牢核心，全面推进机构
改革落地见效。2018 年 7 月 20 日，国家税
务总局涟源市税务局正式成立，原国地税共
有19个内设机构合并为13个，8个派出机构
合并为6个，2个事业单位合二为一，撤销了
两个直属机构，10名中层干部正转副。在改
革过程中，做到了思想稳、队伍稳、改革稳、
工作稳，是湖南省税务系统事合、人合、力
合、心合“四合”先进单位。

优化服务
——实现提质增效 办税省心省力

10 月 15 日，涟源市松源农业合作社易
会计拿着票种核定表、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只跑一次大厅，便拿到了25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同时，她被告知，只要通过实名认证，以
后不需要报送营业执照就可办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登记。涟源市税务局通过实行

“一厅通办”，切实推动办税服务提质增效，
极大提升了企业办税效率。

近年来，涟源市税务局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优化办税征税服务，拓宽纳税渠道，
推行“阳光”执法，旨在为纳税人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切实提高纳税人税法遵
从度，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涟源市税务局不断在提升服务水平上
下工夫，每日晨会，每周集中培训，定期业务
考试，提升办税人员服务能力；积极推出便
民举措，设置优惠政策落实咨询服务岗，为
纳税人咨询、申报提供专业化指导；2014年，
该局开创税路的新模式，纳税人满意度获全
省第一；2015年被评为全国纳税服务标杆单
位。不断在丰富活动载体上下工夫，该局每
年组织企业开展问需求、优服务座谈会，提
高纳税服务的针对性；2018年组织开展个人
所得税知识抢答赛。

同时，该局不断在推进法治上下工夫，
严格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实现优惠政策
100%知晓、100%落地落实；着力推行税收
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执法必戴记录
仪，让行政执法全程在阳光下进行；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工作，被评为“湖南省依法办事
示范窗口”。

·精彩湖南·

奋力建功新税务
——涟源市七十年发展成就系列报道之七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申小飞

12月25日，寒风中夹着蒙蒙细雨，长沙
市望城区乌山街道高冲村村部前坪，不少群
众在驻足讨论。村广场的公示栏里，张贴着
该村12月份的项目征地补偿公示表，以及村
里的收入、支出等内容。

76岁的村民任炳文告诉记者：“过去村务
公开遮遮掩掩，钱往来不清白。现在每个月一
项一项公开，一笔一笔公布，看了心里敞亮。”

3 年前，高冲村因一起套取征拆补偿款
窝案，村支两委班子成员、部分党小组长等
近20人受处分，村支党支部成为望城区首个
受到改组处分的党组织。昔日“病村”靠什么
重塑了风气？记者通过走访寻找答案。

村务财务一一“晾晒”

离高冲村村部不到100米处有一家“金
星超市”，老板李小平是土生土长的高冲人，
平时大伙到村部办事，都喜欢在他店里坐
坐，聊些家常。这两年，李小平有了一个新身
份——村民议事会成员。

“每15户选一个代表，31个组的代表再
推选出8名村民议事会成员。”李小平说，村
里涉及资金分配、重大决策等事项，都要先
经过村民议事会讨论，再由村民代表大会集
体审议。仅今年，他就参与了补偿资金分配、
小型村级建设、土地确权等事务讨论12次。

村民李建恒也有新身份，他是村务监督

委员会5名成员之一。正值岁末，除了对村级
当月账务一笔笔监督审核外，他还要忙着对
全村2019年每月收支明细进行梳理。

记者看到，账目上的12月收支明细就有
57 条，小到几百元的办公维修耗材，大到几
十万元的青苗补助发放，都详细记录。李建
恒说：“除了每月在公示栏‘放榜’，这些收支
都要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晒出来，接受评议。”

村务、财务一一“晾晒”，并实行动态更
新，高冲村的变化让全村党员群众竖起了大
拇指，“村务公开并不是新鲜事，但公开得这
么详细，还是不多见，我们信服。”

遗留问题一一解决

高冲村的李娭毑因征地遗留问题曾多
次上访，也没访来结果。

事情在今年5月有了转机。5月14日，村
里组织村民议事会成员、村民代表就征地拆
迁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最终讨论和表决。在此
之前，对这一问题已经组织了19次商议，村
里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并积
极与上级沟通。

5 月 24 日，最终的处置方案公布，涉及
19个组的历史遗留问题圆满解决，困扰李娭
毑的心事终于有了着落。

村民朱桂兰夫妻俩70多岁了，儿子患有
癫痫。去年，村党总支书记李碧庆发现她家
土砖墙严重开裂，经评定后，村里决定对她
家进行危房改造。

刚开始，朱桂兰并不买账，“我们家一没钱
二没人，不想折腾。”李碧庆反复做工作，朱桂
兰终于答应改造。村里争取资金，请人出力，帮
她家砌新墙、添新瓦，还改造了厕所。如今，住
进新房的朱桂兰心里好舒畅。

随着一个个遗留问题的解决，往日村部总
是遭围堵的情况没有了。“关键还是要解决大
家的实际问题，化解他们的心结。”李碧庆说。

工作跃居全区前列

李碧庆是2017年“临危受命”挑起村党总
支书记这副担子的。他回忆，刚开始的半年时
间，几乎每天都有群众因遗留问题来闹事，最
多的一次来了100多人。

“所有问题我们都摆到桌面上来谈。”人最
多的那次，李碧庆把村部最大的会议室腾出
来，引导群众选出代表有序反映问题。

一场3个小时的“现场答辩会”，村支两委
班子就前任村干部处理结果、征地拆迁资金分
配情况等问题一一解释并全部打了收条，又将
问题分门别类列出清单，一个一个处置。

李碧庆坚信，“群众要的就是一个公开公
平，一颗心摆正，就能挺直腰杆干工作。”

高冲村征拆资金多，为防止到组资金“跑
冒漏滴”，村里制定实施了“组账村代管”制度，
规范了组级资金的申报、下拨、发放等程序。

机制的健全、干部作风的转变，带来了群
众满意度提高。目前，村里实现了“零上访”，各
项工作指标跃居全区前列。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刘彬 阳曙文）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公安局获悉，日前长沙“便民服务桥”
公众号及“星城园丁”APP 联合法律服务
平台淘法网，推出法律服务模块“淘法律
师”，市民可通过登录“便民服务桥”“星城
园丁”，享受免费在线法律服务。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用户
进入“淘法律师”模块后，可输入婚姻家
庭、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方面的法律问
题。目前每个用户可享受3次免费法律咨

询，每次咨询都至少会有3位律师进行解
答。用户对此问题还有更多疑问，可在该
次咨询里进行追问。用完免费机会后，用
户可选择付费咨询。

据介绍，目前“淘法律师”模块已整合
全国上万名律师资源。用户可查看律师的
简介、擅长的领域、联系方式等，并根据自
身需求进行对接。如需打官司，用户可发
布案源，由律师提供解决思路和报价来竞
拍。此外，用户还可自助查询法律知识和
企业信息、失信人信息等。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易舟

“爷爷快看！好多武警叔叔”“你们还
要走多远啊”……

12 月 22 日，武警湖南总队新兵团在
不同片区展开新兵野营大拉练。当天下
午，由郴州、衡阳、岳阳 3 个支队组成的
600余人拉练队伍，行军至长沙县黄兴镇
甲田坪村时，3名小女孩看着长长的队伍，
顿时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她们还不时跟
行军官兵说话，“萌”气十足的样子非常暖
心。

不一会儿，家里的一位长辈也闻声赶
了出来，笑着向行进的队伍敬礼。老人动
作娴熟准确，让行军的新战士十分惊讶。
事后了解到，敬礼的老人叫黄利群，是一
名退役老兵，3名小女孩均是他的孙女，刚

从小学放学回家。
退役老兵看着绵延的行军队伍，耳畔

回荡着熟悉的呼号声、军歌声，右手齐在
眉旁，久久不愿放下。小女孩们也跟着爷
爷一同向战士们敬礼，尽管姿势不甚准
确，但执着的样子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不
少温暖。

“ 小 朋 友 ，谢 谢 你 呀 ”“ 大 叔 辛 苦
了”……拉练官兵一边紧张行军，一边向
他们举手回礼并致以谢意。此时的他们已
负重行军近30公里，十分疲惫，见此暖心
画面，精神顿时抖擞起来。

“军民相互敬礼，是民拥军、军爱民的
具体体现。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到下一代身
上，就靠这些温暖人心的瞬间。”到达宿营
地后，参加行军的武警郴州支队副支队长
刘海根向记者感叹。

寒冬里的“暖心之旅”
——武警湖南总队新兵团野营拉练现场侧记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戴鹏）
男儿有志当报国。12月25日，一份从空降
兵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部队发来的喜报，
送到了株洲市天元区“军属母亲”何小红
手中。

当天上午，天元区军地联合送立功喜报
仪式，在区武装部举行。区内覃海洋、谭帅、
王勇为、彭乐夫等4人获得2019年现役军人
立功表现，也受到天元区政府表彰。

为激励天元籍现役军人安心服役，不
断增强献身强军实践的使命感和光荣感，
天元区开展为立功军人家庭送喜报暖心
工程。区武装部负责人介绍，除了组织送
喜报活动，军地两级还广泛宣传立功受奖
军人事迹，定期走访慰问现役和退伍军人
家庭，积极协助解决军人家属实际困难，
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人人热爱国防、支持
部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天元区立功喜报军地联合送到家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通讯员 何云
松）“我儿子结婚只请了几个亲戚，办酒花
费还不到1万元”“这算什么，早几天我满
60岁，儿子背着我发请帖，我马上要他退
信拒客”……近日，在南县华阁镇天然村，
看谁家红事新办、白事简办成了新话题。
这是该镇开展“治陋习、刹三风、树新风”
工作以来发生的新变化。

在“治陋习、刹三风、树新风”工作中，
华阁镇党委、政府号召全镇居民“传家风、
承古训”，收集、挖掘本土优良家风家训，

并不断推陈出新，引导群众破除陋习、崇
德向善，焕发了文明新气象。今年 5 月以
来，全镇居民“奢华攀比”等怪象明显收
敛，出现了家家比勤劳、比节俭、比美德的

“家风攀比”新景象。
天然村村民张唐云的父亲今年80大

寿，孙儿满周岁，两件喜事一件都没有办。
面对远方亲戚的责问，张唐云说，全家人
秉承“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善良忠诚、厚
道朴实、与人为善”的家风，就是对父亲最
好的感恩。

过去比排场 如今比家风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李群辉 潘芳）今天，双牌县农民工刘定
坤等人领到了被拖欠的 3.38 万元工资。前不
久，该县纪委监委干部在走访中得知，去年某
建筑公司拖欠刘定坤等人的工资，立即协调有
关部门进行处理，使被拖欠的工资得到兑现。

今年，双牌县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生产一
线“下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发
放农民工工资等情况，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切
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县人社局干部在走访
中，得知永州市某水厂拖欠文先兵等25名农民
工工资近10万元，立即调查取证，将此案移送
至公安部门处理，使被拖欠的工资得到兑现。

同时，双牌县住建、水利、交通、市场监管
等部门成立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农民工劳动
合同签订普查等。目前，全县在建项目劳动合
同签订率、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并缴纳工
资保障金率达100%。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党组织被改组后，昔日“病村”如何重塑风气？

高冲村翻身记
长沙公安推出在线法律服务

用户可享受3次免费法律咨询

双牌重拳治欠薪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刘燕
娟 通讯员 黎鹏）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多，
乡镇纪委执纪审查力量薄弱，怎么办？记
者今天从耒阳市纪委监委获悉，该市探索
开展监督执纪一体化，打通了基层纪检监
察工作的“任督二脉”。

早在2017年底，耒阳市委针对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专项巡察，向市纪
委交办了125条问题线索。面对基层执纪
力量薄弱的难题，市纪委监委打破原有责
任区域的划分，纪检监察室不再联系责任
区，以执纪审查工作为主；各派驻纪检监
察组则以执纪监督工作为主，将乡镇（街
道）、市直单位统筹划至13个派驻纪检监
察组。按照“常规业务自主开展，重大工作
协同配合”的方式，组建13个监督执纪联

合工作组，从各乡镇（街道）及市直单位机
关整合了160人的纪检监察队伍，并在各
村(社区)配备1名纪检委员，构建了县乡村
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监督网络。

“通过开展联合协作办案，不到半个
月就查明了一起截留挪用群众财物的案
件。”耒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联合+交叉+联动”模式，不仅盘活了联合
工作组内的人员力量和资源，还在抱团聚
力中促进了监督执纪能力的提升，避免了

“熟人案”“人情案”等现象。
今年以来，该市各工作组联合开展交

叉检查90余次，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
受理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 203
起，处理254 人，追缴资金210 万元，退还
群众163万元。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多，乡镇执纪审查力量弱，怎么办？

耒阳探索监督执纪一体化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鲁融
冰 通讯员 黄丽琪）“双龙村3组公路高标
准完工，与该组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相
关。”12 月 26 日，桃源县剪市镇党委书记
易小元告诉记者，该镇党委发起“我家有
党员·大家向我看”活动，调动了广大党员
积极性，推动了乡村治理。

55岁的吴华初是剪市镇双龙村3组组
长，是有21年党龄的党员。为修建组级公
路，他和组里党员带头筹资，鼓励村民踊
跃参与，出钱出力，一条长2.2公里的组级
公路很快建成。在镇政府扶持下，双龙村

成立富硒油茶产业基地，吴华初号召各家
各户栽种油茶，让大家共同致富。

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剪市镇
党委以“我家有党员·大家向我看”为主题，
号召全镇党员开展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带头
遵守村规民约、带头整治人居环境等“十带
头”活动，覆盖乡村治理各方面。活动开展以
来，广大党员积极响应。据统计，今年下半
年，全镇党员带头种植油茶1800余亩，养殖
黄牛700余头，修建组级公路约54公里，做
好人好事100余起，带头整治人居环境、义
务调解邻里纠纷50余起。

党员带头推动乡村治理

诗词歌赋颂廉政
12月26日，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街道心里书店，参赛选手在吟诵诗歌
《重读清贫》。当天，该区纪委监委驻财
政局纪检监察组举办廉洁诗词吟诵比
赛，来自区内的7支代表队参赛，以诗词
抒情，共话“廉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