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寒暑易，物华又与岁华
新。2018 年 7 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
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以
下简称信阳高新区税务局）牌匾上的
红绸徐徐揭开，转眼间，已走过一个四
季轮回。高新税务人过得忙碌而充
实。在他们的拼搏奋斗下，新机构组
建了新队伍、实现了新作为、展现了新
气象。

坚守初心，党建引领改革发展路

这一年，信阳高新区税务局围绕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推
进反腐败斗争的“五加二”总体布局，
抓党建引领促心合，抓队伍建设促人
合，抓制度管理促力合，抓依法治税促
事合，强党建、聚“四合”，为各项工作
的有序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紧扣主题，兑现减税降费“大礼包”

这一年，面对广大纳税人尽早享受
减税降费政策的殷切期盼，信阳高新区
税务局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减税降费工

作领导小组，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编制减税降费专项考核指标，确保每项
工作对标推进、对表落实。该局认真落
实“六税两费”减征优惠、小微企业普惠
性减税等政策，开展多缴税款退税工
作，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确保税费缴
纳人理解、运用、享受政策。

履责笃行，税收征管质效大提升

这一年，信阳高新区税务局面对税
收工作的新形势、新变化，紧跟时代步
伐，创新工作举措，完成征管方式、征管
流程、征管模式再梳理、再制定、再统
一，建立具有高新区特色的现代化税收
征管体系。该局扎实开展发票双打工
作，建立联合治税机制，借助政府网站
平台扩大宣传面，严格落实“黑名单”联
合惩戒制度，规范了执法方式。

服务先行，打造便民办税好口碑

这一年，信阳高新区税务局以优化
营商环境统筹“双创双服”“放管服”“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服务形式，完善
服务机制，纳税服务工作成效持续提

升；制定和完善办税服务厅服务制度，
保证了办税服务厅平稳整合；开展税情
走访，召开“问需求优服务”纳税人座谈
会，通过一系列活动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进一步拉近了税企关系。

知行合一，建设税务新铁军

这一年，信阳高新区税务局强化教
育培训，以业务大融合促进能力大提升；
紧盯文明创建，以文化大融合促进精神
大提振；狠抓作风建设，以干部大融合促
进活力大提升。新使命，新担当，新作
为，高新区税务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真
心拥护改革、积极投身改革、全力推进改
革，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步调一致，扎实
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圆满落地。

回首过去，走对路，扎实干，硕果累
累；展望未来，勇实践，谋跨越，前景广
阔。信阳高新区税务人将进一步振奋精
神、同心同德、发奋努力，共同开创新时
代、展现新风貌、实现新作为，绘就信阳
高新税收事业发展的美好画卷。

（孔纯玉薄一玲）

本报讯 8 月 1 日 6 时 30 分，偃师
市法院大楼前警灯闪烁。在院党组
书记、代理院长刘云峰和副院长史旭
阳作简短动员后，全体执行干警分成
4 个执行小组，按照制订的行动方案
奔赴执行现场。该院为期两个月的

“夏日风暴”专项执行行动正式拉开序
幕。此次行动还邀请了8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与见证执行过程。

此次行动共出动干警 48 人、车辆

12台，对 16起案件进行集中执行。据
了解，该院开展此次专项执行行动，
旨在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进
一步塑造社会诚信体系，重拳打击威
慑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拒不配合
执行态度恶劣的被执行人。

此次行动共拘传被执行人 7 人，
实结案件 7 件，执行到位金额 33.962
万元。行动开展的同时，宣传干警通
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进行全

程直播，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转发，
切实营造了严惩“老赖”、进一步解决
执行难的强大声势，对被执行人形成
了强力威慑，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该院执行干警表示，要在院党组
的坚强领导下，秉持“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克难信念，以更有力的举措、
超常规的力度，锲而不舍、锐意进取，
坚决攻克一切难关，向“切实解决执
行难”工作目标前进。 （张军营）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集中整治 守护平安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
瀍河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宏伟，
副局长赵向阳调研高发案社区整
治工作，并实地进行走访，提出指
导意见。在调研的同时，他们和群
众深入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宣传
安全防范知识。 （李 璐）

破坏环境 严惩不贷

本报讯 2018 年底，李某等人
在鹤壁市山城区开设工厂，在无
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利用废
油炼制柴油，未采取任何环保措
施，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鹤壁
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石林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立即对该厂进行查
处，当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目
前，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
起诉，但该案另外一名嫌疑人李某
一直在逃，办案民警多次到其家中
抓捕未果。近日，在得知李某出现
在安阳某医院的消息后，民警立即
联系当地警方将其抓获。李某到案
后，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李某已被刑事拘留。 （暴 珂）

倾力打造智慧法院

本报讯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运
用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智慧法院
建设，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实现了科技法庭“数
字化”全覆盖。重大案件互联网同
步实况直播、“老赖”信息网络曝光
等信息化举措，让各项司法为民措
施插上“智慧”翅膀，司法环境更加
透明、便捷。 （常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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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风暴”强势来

以融合促提升 打造便民好口碑

——信阳高新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一周年工作纪实

重拳出击惩“老赖”

●河南日进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泌阳县宏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编号：4128220016
607，声明作废。
●漯河市富民运输有限公司豫
LA675 挂车辆运输证遗失，证
号：411104014765，声明作废。
●河南豫强阀门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4105000064422;财
务章，编号:4105000087346;法
人代表韩三忠手章，声明作废。
●安阳安珠阀门有限公司公章遗失，
编号410500016928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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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新乡市银河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因不慎将公章丟失，编
号4107000023102 声明作废。
●李鑫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H410614395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薛奕辰，男，2012年12月15日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041
161472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胡书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0599888，声明作废。
●王永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K410248349，声明作废。
●2014年2月4日出生的平祤博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O410904080，声明作废。
●2019年1月1日出生的耿鑫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T410040755，声明作废。
●睢县瑞隆密封件加工厂第二
联抵扣联第三联发票联丢失，
代码 4100191130，票号 038119
02、03811903，声明作废。
●2017年7月13日出生的张梓
妍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83449，声明作废。
●2014年8月31日出生的魏梓
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56207，声明作废。

●开封祥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1206
648065X4)经股东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宁怡丽花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代码93410328MA3X5
MMG05）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峡县星鑫耐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扶沟县包屯镇卢东雨鲜菜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621617101141，声明作废。
●曹里侯四新加油点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272119
7611083432，声明作废。
●王威，息县公安局警官证丢
失，警号189405，声明作废。
●2018 年 12 月 24 日出生的欧
阳锦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0062052，声明作废。
●2013年4月16日出生的陈少
祎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314555，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1日出生的申祺
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35559，声明作废。
●2019年7月13日出生的周楷
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610801，声明作废。
●2012 年 12 月 19 日出生的万
嘉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800118，声明作废。
●张刘功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38387，声明作废。
●吴玉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050007，声明作废。
●马丽娜，营业执照（92410225M
A44430N65）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2004 年 5 月 26 日出生的王
锦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410098415，声明作废。
●2016 年 8 月 21 日出生的邢
佳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699514,声明作废。
●2011 年 6 月 17 日出生的郑
允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5697，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14日出生的王
浩娟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01392，声明作废。
●新密市市区天都射箭西餐咖
啡厅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82600424175，声明作废。
●许昌东城区小贝美食餐饮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
11000MA467J3B9P，声明作废。
●鹿邑县穆店乡宋庄行政村
村民委员会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25日出生的王
奀垚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276823，声明作废。
●阳光财险 2015A 版交强险
322769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2015 年 6 月 19 日出生的李
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42962，声明作废。

●2013年12月26日出生的李
纬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089900，声明作废。
●2017 年 6 月 15 日出生的苏
子皓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410014887，声明作废。
●2009 年 7 月 24 日出生的唐
鹤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082426，声明作废。
●2006年10月11日出生的郭
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G
410662738，声明作废。
●2012 年 8 月 25 日出生的董
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685810，声明作废。
● 债权转让通知
谷社伟：周玉洛诉你（谷社伟）、伊
川县福利建筑工程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经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审理作出（2018）豫 0302 民初
118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生
效。现我将该判决确认的对你享
有的债权（货款本金1937400元
及利息、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转让给了娄保根，由娄保根依
据（2018）豫0302民初1188号判
决书向你申请强制执行。特此通知。
通知人：周玉洛 2019年8月6日

●河南博润堂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97122494L），河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不慎丢
失，发票号码：04202723，发票代
码：4100161320，声明作废。
● 公 告
以下车辆严重违反三门峡市兴
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兴通
运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按协
议约定从公告之日起双方所签
订的协议书终止，并解除挂靠关
系，请以下车辆实际所有人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兴通
运输公司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逾期不办理的，由该车辆带来的
交通事故纠纷、经济责任纠纷、
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车辆实
际所有人承担，与兴通运输公司
无关。次序为：序号、姓名、车
号：1.孟润星 豫M66209;2.刘欣
新 豫M66262、豫MA017挂 ;3.
李俊平 豫 M68598、豫 M7798
挂; 4.沈米峡豫M62607 ;5.侯明霞
豫M68717;6.稂学兵豫M68791；
7.李飞歌 豫M68525；8.刘波 豫
M67589;9.乔晓锋豫MC258挂;
10.豫M65511、豫MB186挂
三门峡市兴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