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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省国税局联办

税事快讯

本报讯 近日，为解决例征期拥
挤问题，安阳县国税局采取多项措
施对纳税人进行有效分流，较好地
解决了例征期纳税拥挤的问题。

该局实行“5+2”工作制度，为
纳税人提供最大便利；开展 12366
短信平台办税温馨提醒服务，提醒
纳税人错开高峰期；强化大厅值班
制度管理，严格落实局领导例征期
带班制度，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 （姚艳芬 林冠夏）

河南国税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 截至目前，商丘市睢阳
区国税局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累计入库税款 755.75 万元，同比增
收464.06万元。

2012年以来，该局根据酒、饮料
行业的税源分布、生产工艺与流程
等税源信息，总结行业特点，加强数
据分析，密切关注企业发展态势，有
针对性地开展纳税评估，持续优化
纳税服务，积极进行政策宣传辅导，
提高税法遵从度。（管雪影 付娜）

本报讯 新年伊始，焦作市马村
区国税局结合实际认真谋划 2013
年工作，要求全体人员以更大的作
为、更优的业绩，推进国税工作的
新发展。

该局始终坚持为国聚财为民
执法的工作宗旨，充分发挥税收职
能作用；进一步规范执法、严格执
法、公正执法，进一步深化和优化
办税服务，不断改进工作，促进征
纳和谐。 （毛国利 张尧）

本报讯 2012年度，面对重点税
源收入大幅度下滑的不利局面，陕
县国税局抓大不放小，狠抓小规模
纳税人和个体户税收管理，挖掘税
收潜力，全面提高个税管理水平。

通过紧抓关键环节，堵塞个体
征管漏洞，该局 2012年度实现个体
收入 1928 万元，同比增长 59.9%,个
体征管规范化程度明显提升。

（王卫东 薛晓磊）

安阳县
多举措解决例征期纳税拥挤

陕县
加强管理促个税增收

焦作市马村区
结合实际谋划新年工作

宜阳县
打造“家·学”文化品牌

商丘市睢阳区
加强酒、饮料行业管理

本报讯 近年来，宜阳县国税局
在洛阳市国税局“文化立局”战略的
指导下，逐步确立了以“学”立局、以

“学”兴局、以“学”兴税的工作思路，
努力打造“家·学”文化品牌。

2012年，该局以规范化县局创
建工作为契机，对“家·学”文化理
念进行了全新提炼和升华。同时，
结合宜阳当地历史人文背景，选择
一代圣贤召伯和唐代诗人李贺作
为代表人物，把“昌谷进学，甘棠立
税”作为“家·学”文化核心理念，确
立“谦和、笃学、聚财、乐新”的宜阳
国税文化品牌。 （宋涛 李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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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推进河南国税新发展推进河南国税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
快中原崛起作出了又好又快的指引。

河南国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执法部门，秉承“为国聚财、为民
收税”的神圣使命，如何结合国税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十八
大精神，进一步明确国税工作发展方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首要政治任务。
为此，河南省国税局联合河南法制报推出“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 推进国税工作”系列报道。系列报道每周一个专
版，集中采访报道省国税局、各省辖市国税局、郑州新区国税局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中原
经济区建设的工作思路、工作措施、工作亮点。

□记者 赵显 通讯员 李新军 张建华杨军

日前,省国税系统召开工作
会议，认真总结5年来各项工
作，安排部署 2013 年目标任
务。全省国税系统将按照“五个

结合、五个落实”要求，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在新的起点上以坚定的信
心和务实的作风，持续推动国

税工作科学发展，谱写河
南国税新的篇章。

务实创新 团结拼搏 5年来国税工作成效显著

过去的 5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
影响、国税工作面临严峻形势的5年，是
河南国税干部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的 5
年，也是河南国税工作砥砺前行、成效
显著的5年。5年来，河南国税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服务科学发
展、共建和谐国税的工作主题，坚持以
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己任，不辞辛苦为
国聚财、为民收税，不断拓展发挥税收
职能作用的空间和途径，为我省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贡献。

——依法组织税收收入，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省国税局在省委、省政府和
国家税务总局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
以组织收入为原则，在经济增长趋缓、
政策性减收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依法依
规组织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2008年至2012年，国税收入相继突
破 900 亿元、1000 亿元、1300 亿元、1400
亿元大关，累计完成 5783.5 亿元，年均
增长 13%。其中，2012 年完成国税收入
1482.75 亿元，同比增长 11.8%，分别高
于全国、中部地区 1.9 和 1.7 个百分点，
增 收 157.01 亿 元 ；组 织 地 方 级 收 入
315.25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位。

——认真落实和争取政策，税收职
能作用得以发挥。河南国税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把认真落实和争取政策、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
任。5 年来，国家出台的各项结构性减
税政策在我省得到有效落实，办理税收
优惠 1340亿元，其中出口退免税 343.23
亿元，各类减免税 741.9亿元，固定资产
进项抵扣 246.03亿元，增值税起征点调
整优惠 8.84 亿元，使全省 82.5%的个体
工商户受益。同时，全力以赴、积极争
取，促使我省B级保税中心和综合保税
区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国家税务总局批
复。经过努力，促成相关产品列入国家
出口退税率调高目录，全省实际退税率
提高了1.6个百分点；小麦麸皮等6类农
产品列入初加工范围，全省每年新增企
业所得税优惠5000万元。

——优化纳税服务措施，纳税人满
意度得以提升。5 年来，河南国税坚持
把纳税服务作为税收核心业务之一，提
出并持续坚持由“执法+管理”的强势角
色向“执法+服务”的平等角色转变；全
面加强办税服务厅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坚持实行纳税服务直通车制度，将
多环节流转业务改为即办业务、推行

“免填单”服务等简化办税程序。在全
国率先建立“三网合一”的12366纳税服
务平台，人机结合24小时提供服务。同
时进行网站改版升级，大力推行网上办
税，积极探索手机订票、网上审批、普通

发票自助开票等便民措施。加强税法宣
传，高度重视纳税人举报投诉工作，畅通
诉求表达渠道，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2009年至 2011年，河南国税连续 3年被
评为“河南省企业服务活动先进单位”。
在2012年全国省级税务网站评比中，河
南国税名列国税机关第一名。在国家税
务总局2012年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河
南国税在 31 个省级国税机关中位居第
五，与2010年相比前移8位。

——推进税收管理创新，征管质量
和效率得以提高。5 年来，河南国税建
立完善了税收分析监控系统，每年都针
对薄弱环节确定管理重点，开展税收风
险管理和专项整治，5年累计评估、稽查
补缴税款 288.5亿元，其中，通过税务稽
查累计检查纳税人 97373 户（次），入库
查补税收 110.97亿元，查补率连年位居
全国前列。稳步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
不断创新大企业税收管理体制，逐步实
现“六个转变”。注重夯实税源管理基
础，制定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全面开展
普通发票换版工作，大力推广普通发票
网络服务系统，不断强化信息运维管
理，深化信息管税工作。加大货物和劳
务税链条式管理力度，规范出口退税管
理和防范出口骗税，加强企业所得税预
缴和汇算清缴管理，推进新旧《企业所
得税法》平稳过渡，不断强化国际税收
管理和反避税工作，2011年处理非居民
企业转让股权案例先后被总局和省政
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并被总局作为典
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税务干部
综合素质得以提升。5年来，河南国税加
大干部培训力度，举办处级专题培训6期
538人次，组织初任培训7期712人次，科
级干部任职培训35期1607人次，专门业
务培训2688期18.5万人次，联合省总工
会两次选拔省级业务能手331名。开展

“七对照七提高”专题教育活动，增强了
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执行能力。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中组部调研组用“不容易”、

“不简单”、“了不起”给予高度评价。实
施文化兴税，开展核心价值理念提炼活
动。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内控机制建
设，持续推进政风行风建设，树立了良好
的国税形象。河南国税连续5年被评为
全省目标管理优秀单位、党风廉政建设
先进单位、政风行风建设先进单位，连续
3年被评为全省企业服务先进单位。全
系统涌现出 9 个全国文明单
位、177 个省级文明单位，566
人次分别获得全国、全省五一
劳动奖章和被授予三八红旗
手、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5年来，河南国税事业取得的进展、积累的经验，为
今后国税工作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2013年是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十二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在谈到 2013 年全省国税工作思路
时，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立新说，今年全省国税
工作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总局的决策
部署，坚持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国税的工作主题，
把握依法组织税收收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工作主
线。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制度
建设水平，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继续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突出抓好
重点领域的法制管理，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促进
税收执法权规范有序运行。

加强组织收入工作。要把提高税收收入质量摆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严格遵守依法征税的组织收入原则，
依法依规组织税收收入，既要完成收入目标，又要坚决
不收过头税。

认真落实税收政策。落实好国家出台的推进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鼓励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等结
构性减税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同时，继
续积极争取有利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税收政策。

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进一步健全省、市、县（区）三
级纳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工作协调运行机制；进
一步加强12366纳税服务热线建设，深化办税服务厅标
准化建设，完善税务网站管理机制，加强纳税人权益保
护，拓展纳税服务资源。

强化税收征收管理。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征管措
施，抓好税收风险管理，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加大薄弱
环节专项整治力度。完成大企业税收管理局组建工
作，积极探索省局直接检查、市局一级稽查工作模式，
继续做好重点税源企业检查、税收专项检查和打击发
票违法犯罪等工作。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
管理，实施人才强税战略，加大基层一线干部培训力度。
大力推进税务文化建设、职业道德建设，继续开展规范化
县（市、区）局创建和文明创建工作，广泛进行核心价值理
念提炼与宣传，并注重挖掘培养各类先进典型。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健全责任体系。深化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反腐倡廉
宣传教育，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治
理，着力解决纳税人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参加政
风行风评议，树立国税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

加强改进工作作风。全省各级国税机关特别是各
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提高思
想认识，改进工作方法，做到真抓实干，关心服务基层，
以作风大转变推动我省国税工作大发展。

会议最后，范立新强调：党的十八大为建设美丽中
国描绘了宏伟蓝图,中原经济区规划为建设美丽中原描
绘了光明前景。省国税将在省委、省政府和总局的正
确领导下，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国
税事业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
崛起河南振兴作出新贡献。

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
谱写2013年国税新篇章回 顾 展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