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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天津全运会
跆拳道项目第一次预赛4月25日在重
庆落幕，包括上届冠军郭耘菲在内，河
南队共有 3名男、女运动员夺得晋级
资格。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36支代
表队的257名运动员在男、女各4个级
别的比赛中展开角逐，各级别的前八
名，将获得晋级天津全运会决赛阶段
比赛的门票。奥运会跆拳道冠军情侣
赵帅、郑姝音等国内名将皆在比赛中

披挂上阵，为一张“天津门票”而战。
河南队也派出男、女各 4名运动员出
战。经过 4天激烈较量，河南队肖晨
鸣夺得男子58公斤级第5名、刘浩天
夺得男子80公斤以上级第5名、郭耘
菲夺得女子67公斤级第2名（决赛弃
权），三人均取得晋级资格。

26岁的郭耘菲有“小陈中”之称，
是上届全运会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
同时也是广州、仁川两届亚运会冠军得
主，她的卫冕之旅相当令人期待。⑥11

本报讯 （记者 李悦）4 月 29
日，2017年中超联赛将进行第 7轮
的多场较量，河南建业将坐镇主场
迎来豪强广州恒大的挑战，面对兵
强马壮的对手，不知近况不佳的建
业将以何种手段来应对。

在不久前结束的亚冠联赛小
组赛中，客场作战的恒大以 6∶0狂
胜香港东方，此役恒大全队表现出
极佳的竞技状态，其中外援保利尼
奥和阿兰均梅开二度。如此强大
的进攻火力，也让即将面对他们的
建业头疼不已，毕竟如今的这支中
原劲旅，早已不是前两个赛季的那
个韧性之师，中前场羸弱的火力，
即便是面对长春亚泰都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表现，更何谈威胁恒大
的这条国字号防线。

对于建业至今联赛未胜的战
绩，实际上河南球迷们还是颇有微
词，主帅贾秀全目前也是正处在舆
论的风口浪尖。不过，对于这位已
经执掌建业近三个赛季的本土主
帅，建业高层还是暂时给予了更多
的支持。为了给全队将士打气，建
业老板胡葆森还特意给球队鼓劲，
希望全队顶住压力，尽快走出低
迷，同时也提高了单场赢球的奖
金，期望在航海体育场能打出一场
漂亮的翻身仗。不过，以两队目前
的实力差距，要想成功阻击恒大，建
业需要找到一些“奇招”。⑥9

凶猛恒大来袭 建业如何应对
全运会跆拳道预赛河南三人晋级

名将郭耘菲名将郭耘菲开启卫冕征程开启卫冕征程

本报讯 （记者 李悦）4 月 27
日，全国射击冠军赛暨全运会步枪
项目预赛在云南昆明落下帷幕，这
也是今年全运会最后一次决赛席位
的争夺战。在这次比赛里，河南射
手表现出色，拿下了 3个全运会决
赛席位，再加上此前手枪项目和射
箭项目的收获，最终河南省射击队
已经收获了步枪9项、手枪9项以及
射箭8项的全运会决赛入场券。

第13届全运会射击、射箭项目
的预赛较量从2015 年的全国射击
总决赛就开始了，经过 4 站的选
拔，河南省射击队已经超额完成

了赛前制定的出线目标，加上飞
碟项目，所获得的决赛席位已经
超过了上一届的全运会。对此，
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
宇峰也对队员们的发挥表示了满
意，认为在以老带新的基础上，射
击队不仅超额完成了决赛席位的
任务，而且还达到了练兵的目的，
尤其对男子步枪卧射等项目的小
将们予以了更多的肯定。

据了解，目前全运会射击预赛的
较量已基本结束，河南射击队接下来
的目标，就是在 5月底的飞碟预赛
上，再多抢下几个决赛的席位。⑥9

全运会步手枪、射箭预赛落幕

河南射手收获颇丰
2017 年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

杯”暨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
锦标赛，线上报名通道正式开通。报
名流程如下——

一、开通服务
如您尚未开通河南校园足球管理平

台，请先开通服务。步骤如下：首先，打开
任意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henan.
yioks.cn；再登录页面右上角，点击【开通
服务】，根据提示内容完成用户注册。完
成注册后，请等待客服联系并开通账号，
您 也 可 以 主 动 联 系 客 服 ，电 话 ：
0371-60309448/0371-60309449

二、比赛报名
已注册平台的用户，打开网址

http://henan.yioks.cn/，输入正确的
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然后点击

“省长杯比赛报名入口”，下载并查看
“联赛规程”和“报名流程”，点击“我要

报名”按钮开始报名。默认情况下，平
台会自动显示您注册时填写的学校信
息，然后填写球队基础信息，添加球员
信息及上传图片（一寸免冠照片白底
或蓝底），在信息预览页面查看并检查
所有信息，确定信息完整无误后点击

“提交报名”按钮。完成报名后请等待
审核，审核结果会以短信形式发送给
用户。请下载并打印《安全防控告知
书》及《报名表》按照表格要求进行签
字和盖章。 （校足办）

2017“省长杯”等你来战

本报讯（记者 黄晖）新一届中国
男排集训队 4月 25日开始在北京集
结，崔建军、焦帅、李渊博等老国手都
未能入选，李睿成为新男排集训队中
的“河南独苗”。

27岁的李睿身高2.07米，身体条
件非常出色，扣球、拦网能力出众且相
对均衡，堪称“天生的副攻”。2008
年，18岁的李睿首次入选国家队，与崔
建军、焦帅两位河南男排队友一道，在
河南男排主教练、国家队助理教练谢
国臣带领下征战首届男排亚洲杯，最
终夺得季军。在体育总局排球中心公
布的 26人大名单中，既包括仲为君、
李睿这样的老将，也有张秉龙、谷佳丰
等首次入选的新面孔。在李睿入选的

副攻位置上，名单一共有7人，除了北
京男排的谷佳丰之外，耿鑫、陈龙海、
饶书涵、缪阮彤都是随国家男排打过
去年奥运资格赛以及亚洲杯的“老面
孔”，而曾担任中国男排主力副攻5年
之久的梁春龙，此番则是时隔两年多
再度入选。有意思的是，2008年的男
排亚洲杯赛上，李睿和身高 2.06米的
梁春龙曾是副攻位置上的“搭档”。

新一届中国男排集训队备战目标
是东京奥运，将由中国男排史上首位外
教、61岁的阿根廷人劳尔·洛萨诺率
领，他曾是阿根廷男排的二传手，作为
教练曾两次率队夺得世俱杯冠军，担任
过4支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领波兰男排
获得过2006年男排世锦赛亚军。⑥11

国家集训队吹响集结号

河南男排李睿成“独苗”

我省跆
拳道名将郭
耘菲。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这笔贷款太及时了，真是雪中送
炭啊！”安阳市北关区开祥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经理王长征感慨地说。他的公
司所承揽的工程大多数都是垫资项
目，再加上回款不及时，今年年初公司
资金异常紧张，工程项目被迫停工。
了解情况后，安阳市北关区国税局积
极和市局沟通，通过“银税合作”渠道，
及时将企业信息推送给建设银行安阳
分行，帮助企业信用贷款100万元，解
了燃眉之急，使企业得以渡过难关，并
逐步扩大了规模，到今年3月底，累计
税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5%。

据悉，近年来，安阳市国税局着眼
于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全力助推
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全省率先建
立了国、地、银联席会议制度和三级工
作协调机制，搭建了中小微企业融资
平台，以“纳税信用”换“融资额度”，有
效破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助力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为让广大纳税人获得实实在在的
“真金白银”，安阳市国税局陆续与四
大国有银行、邮政储蓄银行、7家股份
制银行、中原银行及农信社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并联合金融机构，连续推
出与纳税信用对接的针对中小微企业
的融资产品，如与建设银行推出了“税
易贷”、与招商银行推出了“税收流量
贷”、与中原银行推出了“鼎好贷”等；
特别是3月份联合市地税局、银监局、
建行安阳分行召开了银税服务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暨税易贷推介会，近 300
户有贷款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参加了会
议，7户企业与建行现场签订了“税易
贷”贷款协议，贷款额度 500万元，轰
动效应十分明显。

通过有效扎实的工作，安阳市国
税局最大限度地将“纳税信用”转化为

“融资资本”，将纳税信用、税收贡献与
中小企业融资直接挂钩，共同为企业提
供融资、支付结算等银税服务，开辟了

企业融资新天地。刚办完贷款手续的
安阳市锻压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经理刘
巍一句话道出了安阳众多中小微企业
的心声：“从此，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不
再是虚无缥缈的‘无价’，而是具备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商业价值。”目前，安阳
市通过银税合作累计为880户次中小
微企业发放贷款22.24亿元，随着合作
不断深入，企业得到的实惠会越来越
多。税银双方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助力，
既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税收遵从度，又有
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安阳市已通过“银税互
动”向中小企业发放纳税信用贷款
23.36亿元，发放企业 1012户次。其
中，仅中原银行安阳分行一家，就对小
微企业发放纳税信用贷款1339笔，金
额7.34亿元。一些因纳税信用低而无
缘此信贷支持的企业主，在艳羡别人之
余，已悄悄开始修复纳税信用行动。

（苏忠 魏少波）

近年来，焦作市中站区国税局始
终坚持以“纳税人的满意”为纳税服务
工作的目的，将纳税人的满意度作为
衡量纳税服务工作的重要标尺，多措
并举加强纳税服务工作效能，推动纳
税服务再升级，严格强化纳税服务规
范，有效提高纳税人满意度，获得纳税
人一致好评。

加快硬件设施投放，打造快捷办
税服务厅。利用维修办公楼的机会，
进行资源整合，加大对办税服务厅硬
件设施的投放力度，将办税大厅面积
由原来的 54平方米扩大至 248平方
米，有效解决了办税大厅空间小、纳税
人办税拥挤等问题；同时将临街办公
用房整修成“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
厅”服务站，设自助办税终端设备 6
台，纳税人凭身份证刷卡就可以进入
终端系统，为辖区广大纳税人提供全
天候、全方位优质服务。并对办税大
厅的每位工作人员进行自助办税使用

方法的培训，指派专人辅导纳税人在
自助办税机上办税。

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实现“一岗多
能”。加强对办税大厅工作人员的业
务知识培训，以月为时间节点，对大厅
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在确保熟悉自己
岗位业务的基础上，对办税大厅的工
作进行综合性培训，有效提高办税效
率，减少办税时间；注重日常工作中问
题的收集，建立班前会制度，收集咨询
问题频率较高的问题；组织学习业务
知识，增强人员首问责任制的能力，做
到心中有数，确保不出差错。

推行互联网＋税务，提高办税效
率。充分利用“互联网+税务”，深入
推广网上办税、实名办税，推行二维码
扫描一次性告知，获取税务登记、异地
办理、发票管理等所需材料及业务流
程，不断完善纳税服务平台功能，搭建
税法宣传平台和税企交流平台，建立

“微信、微博、QQ群”等，在网络上推

广税收知识和最新税收政策，进一步
拓展了纳税人的办税时间和办税空
间。不断完善纳税服务平台功能，涵
盖网上申报、网上缴税等涉税业务的
办理，基本实现了办税业务全覆盖，最
大程度上提高纳税人的办税效率。建
立数据应用分析模型，提升纳税人风
险防控管理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
税务”优化便民服务，让纳税人切实享
受互联网办税带来的“获得感”。

建立完善服务制度，推进纳税服
务规范化。严格落实好延时、预约服务
制度，让纳税人更省时；成立专家服务
团队，对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解答，并提供上门服务，实现税
企无缝对接，为纳税人排忧解难。不定
期开展工作纪律督察活动，认真落实
《办税服务厅服务工作绩效考核办
法》。同时按月严格考核，确保公正公
平，使纳税服务工作有一个较大幅度
的提升，让纳税人放心。（谢超 何荷）

多措并举 释放纳税服务洪荒之力

税银携手 助力企业腾飞
为深入贯彻落实焦作市国家税务

局关于开展营改增政策大辅导批示精
神，修武县国税局针对焦作辖区最大
的“营改增”生活服务试点企业——焦
作云台山旅游公司持续开展了营改增
政策大辅导工作，围绕做好纳税人的
培训员、辅导员、解答员、分析员等“四
员”，各项措施精益求精，攻坚阶段逐
户落实，助力企业领取政策红包，实现
税负只减不增目标。

入驻团队，提高工作质量。为进一
步强化营改增纳税人云台山景区的纳税
服务工作，该局召开专门会议，成立云台
山景区纳税服务办公室，主要负责安排
部署针对云台山景区的重大纳税服务工
作措施，研究解决纳税服务工作重大问
题和需要协调解决的跨部门问题。经服
务办公室的协调，该局党组成员亲自挂
帅，组织包括纳税服务科科长在内的业
务骨干、志愿者分别前往云台山主售票
点、青龙峡、峰林峡景区售票点，现场指

导开票并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
联系市局，解决工作难题。针对

云台山景区在这次营改增试点中遇到
的政策困惑及发票转换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该局积极与焦作市国税局货劳科
联系，协同市局货劳科领导和金税公司
焦作负责人多次深入云台山景区进行
对接，就前期的政策难点进行答疑，并
就改革过程中税收工作进行了沟通，确
保云台山景区营改增顺利推进。

协同地税，形成工作合力。针对
云台山景区两家公司的各类资料，该
局积极与县地税部门沟通，顺利完成

“营改增”纳税人信息交接工作，对移
交的税源联合进行后续管理，协商解
决改革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
落实《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规
范》，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进。

对症下药，落实红利政策。鉴于
云台山景区是焦作市旅游龙头企业，
在国内享有较大影响力，该局高度重

视对该企业的纳税服务工作。一方面
结合焦作云台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自
身发展需求，利用供给侧改革红利，鼓
励其大巴车更新换代，这样既有利于
更好地提供旅游服务，又有利于减少
企业税收。另一方面鼓励焦作云台山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主要报纸和网络
媒体进行大规模广告宣传，大力提升
云台山品牌建设，这些业务支出可取
得更多进项税额，从而享受政策红利。

随着2016年5月1日营改增政策
落地，薛继红作为焦作云台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目睹了修武国
税与云台山公司携手前行的所有经
历，看着财务报表上鲜明的数据，高兴
地说：“修武县国税局辅导我们云台山
公司享受政策红利，现在投资越大，抵
扣越多，这让我们对继续扩大投资、把
企业做大做强充满了希望，营改增改
革真是太给力了，这可真是跟着国税
局领取国家政策红包啊。”（秦豪杰）

修武国税助力云台山领取政策红包

濮阳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直面纳税
人办税的“堵点”“痛点”“难点”，从“互
联网+税务”、优化服务和问计问需等
多个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深化行业作
风建设，全力服务经济发展，扎实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服务细节便民高效。在便民纳税
春风行动中，该局牢固树立“最大限度
便利纳税人”的工作理念，贴近纳税人
的切实诉求，着力提高主动服务意识；
以创新思想、优化作风活动为契机，简
化办税流程，强化便民服务，深化政务
公开，实施网上申报、税银库联网，提
升申报征收质量和办税质效。

服务难题高效解决。春风行动
中，该局在以往的“二维码一次性告
知”基础上，积极贯彻“互联网+税务”
的思维，推进以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和
其他社会办税为辅、实体办税厅兜底
的办税模式，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
走“马路”，不断增强纳税人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
服务形式巧妙创新。营改增期

间，该局通过定期梳理咨询的营改增
热点、难点问题，强化问询式导税，安
排业务骨干对来办理业务的营改增一
般纳税人，逐户进行号前辅导，讲解最
新营改增政策和热点难点问题。定期
邀请地税部门、行业组织、中介组织、
企业财务精英等为遇到“营改增”疑难
问题的企业集中“会诊”。建立“营改
增”微信群、QQ群，随时解答纳税疑
惑，接受咨询2000余条。

服务内容深度拓宽。大力推行
“一站式”“首问负责制”服务，简化办
税流程，强化便民服务。积极开展“深
化服务企业行动”，特别是营改增纳税
人划转到国税局后，办税压力增大，该
局制定应急措施，实行错峰申报，发放
宣传页3000多份，逐户宣传金三系统
上线的知识，得到纳税人支持和理
解。举办税法大讲堂，征集培训需求、

意见建议 20 余条，为纳税人解疑答
惑，受到纳税人一致好评。

服务特色精准定位。从经开区实
际出发，用好用足用活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推进经开
区对外开放、筑巢引凤的“梧桐树”和
增加投资人实惠、促进经开区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该局进一步简化了信
息资料报送，优化了发票领用业务的
办理，加速实名办税进程，强化业务系
统的无缝对接，避免业务重复录入给
纳税人带来的资料报送负担。通过简
政放权，还“权”还“责”于纳税人。

据悉，近年来，该局多次被濮阳经
开区管委会命名为“企业服务活动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该局负责人表示，
提升纳税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将
继续推出便民办税组合拳，最大限度
地方便纳税人，最大限度地规范税务
人，为推进经开区科学发展、追赶跨越
作出新贡献。 （满若旸 武春华）

优化纳税服务 服务经济发展

“有了你们专业的讲解和辅导，我
们企业‘走出去’的脚步迈得更沉稳
了！”谈到洛阳市涧西区国税局近日开
展的一对一辅导“走出去”企业活动，
中信重工有限公司的会计莎莎如是
说。

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精准服务辖区企业发展，涧西国税局
以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为抓手，以纳
税人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方式，主动
作为，对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和准备走
出去的企业开展了一系列一对一辅导
活动。为帮助“走出去”企业用足、用
好税收政策，该局陆续推出了系列服
务措施，助力辖区“一带一路”企业走
出去。

一是落实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自
《出口退税规范》实施后，该局重新调整
岗责，创新服务举措，缩短审核时限，简
化办理流程，扎实做好出口退（免）税工
作，全力支持涧西区区内外贸企业和产

品“走出去”。据统计，2016年共计办
理出口企业免抵退税4.49亿元，有效
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提升了企业竞争
力。二是健全税收救济机制。该局密
切关注辖区内“走出去”企业在境外发
展状况，多渠道了解企业在境外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享受协定优惠和无
差别待遇情况，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实施一揽子税收咨询服务。采取热线
服务、上门送政策、网站咨询、专题讲座
等方式，广泛宣传相关税收政策，定期
收集整理“走出去”企业投资较为集中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征管动
向，并向企业定向发放，为“走出去”企
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三是实行“一对
一”风险防范提醒。该局指定专人负责
联系“走出去”企业，全程开展事前、事
中、事后各个阶段的税务风险分析，协
助企业建立“走出去”跨境税务风险内
控机制，全方位、多角度为“走出去”企
业提供跨境税务风险提示、解决境外涉

税争议、提供税收筹划评议等服务，为
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四是实行纳税
服务“私人定制”。该局主动与企业联
系，收集企业在涉外税收方面的各类需
求，成立工作团队，研究讨论企业提出
的问题并及时反馈，加强税企互动，实
现税企共赢。五是简政放权，提高为企
业办事效率。市局将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下放到区局，为企业
办事提供了便利，2016年累计审核受
理服务贸易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47户
（次），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695.52万
元，增值税88.36万元。

针对“走出去”企业在办税各环节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下一步，涧西区国
税局将继续深入落实“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减轻出口企业负担，提高办理
出口退税的速度，进一步推进工业经
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更好地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大局。
（常旭飞 雷小圆）

服务“一带一路”助力企业“走出去”
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是深化税收征

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进税收
征管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解决
目前税收征管工作存在问题的有效途
径。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局和市局国税
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到转变税收
征管方式的长远和现实意义，更好促
进2017年征管工作开展，增强推动工
作的内生动力，南阳宛城区国税局紧
抓三大措施，努力推进征管体制改革
措施落实。

夯实税源，加强分类分级管理。
积极探索分类分级管理的有效措施：
针对本辖区税源，已建立起分类分级
的差别化管户制度，对税源进行科学
分类，把辖区内重点税源及金融保险
行业纳税人集中到白河分局进行集中
管理；在尽力优化前台纳税服务的同
时，通过技术手段，有机衔接前后台业
务，建立了备案管理、发票管理、申报
管理等在内的事中事后管理制度措

施；合理界定税收管理员的职责，取消
非法定职责及无法完成的工作事项，
保留户籍管理、发票管理、调查核实、
低风险事项的服务提醒等基础管理和
任务执行等后续管理事项，实现税管
员向“分岗负责、分类管事”的转变。

加强分析，提升数据管理质量。
积极响应省市局提升数据管理质量的
要求，牢固树立起“数据质量无小事”
的理念，对数据质量予以高度重视；指
定专人负责数据管理工作，利用金税
三期管理决策平台对数据日监晚测，
加强问题数据的成因分析，建立日通
报制度；遵循金税三期业务标准，及时
从源头对相关数据进行修正，有效提
高税收数据质量，夯实征管工作基
础。根据 2017年市局下发的第一季
度数据质量报告，该局领导班子高度
重视，在主管领导的带领下，区局工作
人员连续加班，在省局考核来临前，及
时按照要求完成修改问题数据，数据

质量稳居全市前三名。
强化防范，开展税收风险应对管

理。围绕“促收入，防风险”目标，强化
税收风险管理，发挥税收风险管理的
导向作用，进一步提高风险分析精准
度，强化风险分类应对，加强征管质效
监控，有效防控税收风险，促进管理增
收。3月 17日，该局下发了风险管理
工作方案，同时结合市局下发的“强化
税收管理、提升风险应对水平”专项活
动工作实施方案对 2017年的风险管
理工作进行统筹部署。通过开展贯穿
全年的专项活动，利用管理核查、纳税
评估手段，围绕基础管理、派单与行业
管理、综合治税三个方面展开，重点为

“4个类型、10个行业、N个自定”。扎
实做好 2017 年度风险派单工作，对
2016年完成的派单进行抽复查，提高
派单精准度，加强派单应对力度，完善
日常风险防控机制，让风险管理真正
成为促收入的有力抓手。 (郝敬钰)

转变征收管理方式 提升税源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