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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
天地

税收优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来

优化服务 助力文旅业复苏发展
游于 6 月 17 日恢复开放，备受期
待的暑期消夏纳凉活动也将重磅
亮相。”清明上河园主管会计王秋
荣说道。
自 6 月 1 日起，开封市因疫情
关闭的多家景区陆续恢复开园。
为了解开园后的实际情况和涉税
需求，
开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税务干部上门走访清明上河园，
宣
传辅导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并向园区工作人员和游客发放《税
润汴梁——开封市税务局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指引》小册子，助力
园区尽快恢复往日繁华。
在开封市祥符区，一面印有
“落实政策效率高 服务周到暖人
心”字样的锦旗送到了开封市祥
符区税务局，赠送者是朱仙镇文
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原来，朱仙镇启封故园景区
在今年上半年因疫情闭园数月，
日常运营所需的大量成本让企业
现金流趋于紧张。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出台后，该局局长徐
树标带队走进启封故园，为企业
送上最新政策，并对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进行全面辅导，企业顺
利收到退税款 600 余万元。
“退税款可以用来清偿前期
欠款、支付日常运营费用，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启封故园项目致
力于深挖开封古都文化，打造开
封文旅新名片，无论多难我们都
会坚持下去。目前正在商谈合作
事宜，努力促进当地就业、拉动区
域消费和周边产业发展，进一步
加快朱仙镇千古名镇的复兴步
伐。
”该公司负责人叶耀方表示。

开栏的话

奋战在

退税减税一线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出台和
实施，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助力
企业纾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退税减税政策施行
以来，河南省税务系统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税务总
局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快退税款、狠打骗退、严查内
错、欢迎外督、持续宣传”五措并举，持续落准落好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让“真金白银”以最快速度直达企业。在此过程中，
广大税务干部积极响应号召，以最饱满的热情和干劲
投入到退税减税工作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先
进事迹。即日起，省税务局联合本报开设“奋战
在退税减税一线”专栏，聚焦各地税务部门
退税减税一线税务干部，讲好退税减
税故事，
致敬最美税务人！
识解决问题堵点，同
事打趣说：
“ 有困难，找向
阳。”面对赞许，向阳还是那样腼
的是对家人的亏欠。他的大儿
腆地笑着：
“最近减税办的同事都
子出生时，他因解决单位网络故
在加班加点，能减轻些大家的负
障而没能守在爱人和孩子身旁；
担，感觉真好。
”
老二尚在襁褓时，他和同为税务
良师益友 纾困解难询向阳
干部的爱人仍在加班加点工作；
他是税务新人的良师，也是
前段时间二姨突发高烧休克，而
涉退税企业的益友。为使相关人
家属都在外地，接到电话的向阳
员快速掌握减税工作要点，他精
正在局里加班完成当月留底退
心准备 PPT，对前台工作人员及
税任务，妻子也在乡下分局落实
税收管理员进行再培训、再辅导；
退税政策。两人实在分身乏术，
整理税收宣传资料，对辖区内纳
向阳只好噙着泪水让邻居把二
税人开展再宣传、再答疑；主动搜
姨送到医院，心中满怀愧疚……
集热门问题，编写留抵退税“问题
向阳说：
“ 每当看到纳税人送来
库”
“风险库”
“经验库”，从而实现
的致谢锦旗，听到他们的赞许，
涉退税企业退得快、退得稳，涉违
都感到自豪。比咱困难的家庭
法违规企业查得准、打得狠。
还多得是，但如咱这样有收获感
向阳带着温暖腼腆的笑容，
的工作还真是不多呢。
”
在“栾税云课堂”上挥洒自如，在
诚然，在减税降费和优化服
全县党政干部税收专题讲座上侃
务的征程上，如向阳一般冲锋在
侃而谈，在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疑
前的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如同
惑上耐心细致，在帮助新人成长
一朵朵朴实美丽的向阳花，紧盯
上倾囊相授……税政一股的小汤
着为纳税人纾困减负的目标，洒
说：
“ 向阳哥就像一根定海神针，
下减税降费的阳光雨露，同时也
只要他在场，
我们就不会慌。”
描 摹 着 光 荣 无 悔 的 鎏 金“ 税 ”
舍小顾大 冲锋在前看向阳
月。
（陆少华 段林鹏）
工作之外，最让他耿耿于怀

刘向阳赢得好口碑：

“有困难，
找向阳”
初见向阳，
是在十年前。他有
着山里人黝黑的面庞和朴实的笑
容，话不多，却总是忙忙碌碌的。
问他在忙啥，他总是腼腆地笑着
说：
“ 没啥，本职工作嘛。”大家都
说，他对待工作就像他的名字一
样：
心向阳，
行无怠。从税17年来，
他勤勉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工作
业绩始终如一，
他就是栾川县税务
局首位
“80后”
注册税务师刘向阳，
被省税务局评为
“纳税服务业务骨
干”
和
“货物劳务税业务骨干”
。
今年 4 月以来，作为税政一
股股长，他义不容辞地冲在落实
留抵退税政策工作一线。做方
案、澄底子、搞培训、优服务、严把
控，一项项具体的工作在他手上
化繁为简、扎实落地。
业务尖兵 疏通堵点找向阳
多年业务战线的摸爬滚打，
练就了他过硬的工作本领。今
年，省、市税务局下发多批次可能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清单，而对
不同批次差异数据、新增未核数
据进行准确筛选是落实留抵退税
政策的一大挑战。大家一筹莫展
时，刘向阳又一次带头利用自己
娴熟的计算机技能和专业税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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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税务局

开封市税务局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
慧 通讯员 刘霞）受疫情影响，开
封市多家文旅企业及景区面临经
营困难。开封市税务局积极落实
全市工作部署，制定支持文旅行
业企业纾困解难的具体措施，提
供最优服务、落实最惠政策、发挥
税收职能作用，助力文旅行业恢
复发展。
“近两年，疫情导致企业经营
压力增大，国家减税降费力度加
码让我们享受到了税费优惠政策
红利。2020 年至今，园区享受疫
情防控期间生活服务业免征增值
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减免等优
惠共计 800 多万元，对于我们稳团
队、稳品质、稳品牌、稳经营意义
重大。目前，疫情有所缓解，旅游
业正在复苏。园内演出不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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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百年薪火
筑青春梦想
本报讯 为重温革命历史、弘扬红色
精神、
坚定青春心向党的理想信念，
近日，
平舆县税务局组织青年党员干部走进平
舆县西洋店镇红色文化传承馆，
开展主题
为
“传百年薪火 筑青春梦想”
红色教育现
场实践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该局青
年党员干部通过以实物、
图片、
文字、
仿制
器物、
场景还原的方式，
聆听了大别山鄂
豫皖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
重温了刘邓大
军
“千里挺进大别山”
的那段峥嵘岁月。
通过本次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奋斗
拼搏正当时，将立足自身岗位，重实干、
重业绩、敢担当、勇作为，在建设平舆税
收事业中发挥青春力量、续写青春荣
光。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平
舆县税务局将围绕“赓续红色血脉 兴税
强国有我”主线，用好用活西洋店镇红
色文化传承馆这一优势红色资源，探索
推出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党建工作新路
径，引导税务青年互学互鉴、互进互促，
为高质量推进税收现代化贡献青春力
量与青春智慧。
（王猛）

新蔡县税务局

“问办合一”
开拓办税新渠道
本报讯
“以前更改往期申报表必须到
大厅窗口填报，
现在在家就能连线税务局
办理，
疫情防控期间真是省时省心，
为税务
局的
‘问办合一’
点赞。
”
近日，
新蔡县智鸿
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办税人薛先生通过
“云帮办”
连线新蔡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工作人员，
全程只用了几分钟便完成了更
正申报表业务。
自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开展以来，
为
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
新蔡县税务局以精细化、
智慧化办税
服务为突破，
组织业务骨干成立远程服务
中心，
推出
“问办合一”
服务新模式，
线上线
下双轮驱动，
实现办税缴费最快解难。
问题
“云”
咨询，
全程可视化。该局在
办税服务厅设置
“问办合一”
座席，
纳税人
在办税过程中遇到问题，
只需进入云办税
厅，
点击
“视频连线 在线办理”
模块，
就能
与处理团队进行实时交流、
获取帮助；
工
作人员通过远程桌面技术
“手把手”
指导
纳税人完成业务操作，
确保
“无死角、
无缝
隙、
无时差”
解决纳税人疑难问题。
业务“云”办理，全程线上化。纳税
人通过“云帮办”选择业务事项、上传影
像资料并保存提交后，可点击“视频连
线 在线办理”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税
务人员通过平台查看审核资料内容并
受理。业务办理完成后，结果将自动发
送至纳税人，
方便实时了解。
申报“云”辅导，全程自动化。纳税
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填写相关申报表时，
通过“在线客服”获得相关的申报辅导
及热点问题，且可选择智能客服小旺、
人工服务或视频服务进行业务办理。
其中，人工服务可通过语音、文字、图片
等形式解决纳税人问题，视频服务支持
查看纳税人桌面，进行“手把手”操作指
导。
（龚妍茹 韩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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