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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谭佳世) 为切实
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威海高
区国税局成立“纳税人之家”，保
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纳税人之家”将作为开展
维权服务的活动载体，在纳税人
与国税部门之间建立征纳沟通、
守信互动的新平台，提高纳税遵
从度。高区国税局以“纳税人之
家”为平台，开展专题性税法宣
传和办税辅导，保障纳税人知情
权，并落实纳税人参事、资讯服
务、政策扶持、监督评议和协同
等机制，形成税务机关、纳税人、
社会“三赢”的局面。

高区国税成立
“纳税人之家”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邓世琦 李超城)

日前，经区国税稽查局开展发票
专项检查。截至目前，44家企业
被查，其中26户在发票使用、取
得方面出现违规行为。

26家违规企业中，涉案违规
发票2678份，涉税金额2200多万
元。目前已查补入库税款税款
480万元。今年，经区国税稽查局
共受托协查8起案件，涉案发票
91份，涉案金额945 . 75万元，查
补 入 库 税 额 、罚 款 、滞 纳 金
162 . 68万元。

违规使用发票
26家企业被查

11331144户户草草厦厦子子恢恢复复储储藏藏功功能能
威海市八部门联合测评社区草厦子整治情况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杨金玉) 26日，威海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工
商、消防、环保等八部门，考核测
评环翠区、高区、经区内12个社
区草厦子整治情况。截至目前，市
区5505户违规使用草厦子已有
1314户恢复原貌。

26日上午，在高区田和街道

办事处西河北旧区26号楼一楼，
一户草厦子外仍悬挂有广告

牌，另一户的门上写有招租的广
告。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现场整
治。

经过几个月的整治，已有不
少社区将违规居住和经营的草厦
子整改完毕。古北社区、田村A区
西片、昌鸿小区、五洲太阳城天燕

园等均整治完毕。古北社区居民
刘女士称，草厦子整治后，环境较
以前有了大的改变，没有了乱糟
糟的感觉。

在考核现场，工商、消防、环
保、公安、质检等九部门现场打
分，考核标准较以往有了改变。此
次考核标准加大了安全使用和环
境卫生的分数，如“储藏室没有居

住的现象”和“储藏室没有无证经
营的现象”由以前的5分提升至
15分。以前考核标准中的组织领
导、联合执法则被取消。威海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介
绍，6月，市区共有172户草厦子
整治完毕，截至目前，市区共有
1314户违规草厦子恢复原有储
藏功能。

据悉，去年公布的《威海市市
区储藏室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规
定，储藏室用于居住的，全部予以
取缔。新建住宅小区的储藏室不
得用于经营，已用于经营但不具
备经营条件的储藏室，将立即取
缔。对已用于经营且各种审批手
续齐全储藏室，本着“尊重历史、
逐步规范”的原则处理。

为缅怀革命先烈，26
日上午，环翠区竹岛办渔
港路、梦海、金线顶、观海、
文昌、青岛路、竹岛路、海
天等社区邀请300余名党
员参观毛泽东像章纪念
馆。

本报见习记者 丛子茗
摄影报道

缅怀

日前，经区法院采取“法庭开
进校园、课堂开进法院、法官走进
课堂”等形式，提高未成年人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袁忠晓)

今年，经区法院先后2次投资
6万余元对法院安检设施、监控设
施、警用装备的更新和改造，配齐
必须的警用装备。 (袁忠晓)

近日，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特邀请北京知名律师陈志华来
院，就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理进行
了一次全员培训。 (于新娇)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日前举
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 (崔红梅)

日前，荣成人和中心卫生院
深入辖区内小学，举办题为“春季
传染病防治”的知识讲座。(连丛)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孙义志) 近日，环
翠国税局举办“便民春风行 税企
恳谈会”，17户纳税人代表和环翠
国税局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环翠国税局工作人员
介绍了该局自“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开展以来采取的一系列便民
办税举措。各位与会纳税人代表
也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
及对税收政策有疑问的地方，与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探讨交流。

环翠国税举行
税企恳谈会

前前五五月月，，威威海海合合同同外外资资同同比比增增1144 .. 11%%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张阿帆 ) 1-5
月，威海新批准外资项目42个，
合同外资3 . 9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 1%。香港、韩国、美国是外
资主要来源地。

前五月，全市增资项目到
账外资比重提高。增资项目到
账外资1 . 6亿美元，占全市到账

外资总额的40 . 5%，比去年同
期高4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一、二、三
产业到帐外资分别为0 . 48亿美
元、1 . 89亿美元、1 . 58亿美元，
分别占全市到账外资的12%、
47 . 9%、40%，第三产业到账外
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7个
百分点。

另外，前五月大项目投资
势头良好。全市实际到帐外资
过1000万美元、项目11个，到账
外资1 . 48亿美元，占到账外资
总额的37%，主要项目包括威
高医用制品营销项目到账3721
万美元、威高医用制品材料供
应项目到账1844万美元、友利
银行项目到账1639万美元、福

喜农牧发展项目到账1500万美
元。

今年以来，8个国家和地区
投资威海，但外资主要来源地
位香港、韩国、美国。其中，香港
到 账 外 资 占 全 市 总 额 的
52 . 9%，韩国到账外资占全市
总额的30 . 2%，美国到账外资
占全市总额的14 . 1%。

近近三三千千安安利利营营销销人人员员赴赴海海外外进进修修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

帅) 5月30日，首批近3000位
安利年轻营销人员乘坐亚洲最
大豪华游轮——— 海洋水手号，
开启“2014营销菁英海外进修
研讨会”之旅。他们的六天行程
包括韩国文化、中韩日台港青
英盛典，船上会议等活动。

此次，安利借“韩流”鼓动
年轻化战略。两年前，安利管理
层就已决定2014年海外研讨会
在韩国召开，管理层已意识到

应帮助年轻的消费者和营销人
员在安利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
生活方式。

最终，韩国旅游度假圣地、
被誉为“东方夏威夷”——— 济
州，韩国第二大城市、全国金融
中心——— 釜山，韩国新兴城市、
2012年世博会举办地——— 丽水
三地成为安利“2014韩国海外
研讨会”的目的地。南浦洞、七
星路等韩国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也在韩国海外研讨会的行程

中。
近3000名安利营销人员人

员全部是绩优的营销菁英，年
龄都在38岁以下，因此这艘船
被临时命名为“青英号”。

“青英号”还专门设有一个
“安利数字体验中心”，营销人
员既可以抢先体验安利数码港
AP P ，也可以用安利云学堂
APP体验个性化、订阅化的学
习过程。

无论是年轻人追捧的韩国

文化，还是年轻人最擅长的数
字工具，都是安利公司在未来
开展年轻化战略的支点。安利
大中华总裁颜志荣介绍，“任何
一个组织都是需要不断地年轻
化。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战略，
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成长过
程和以往任何一代都是不同
的，互联网带给了他们独特的
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恰
恰是未来的主流，我们所做的
是找到与年轻人沟通的方式。”

工工行行威威海海分分行行优优质质服服务务小小微微企企业业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吴景泉) 如
何更有效的支持小微企业的发
展，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
道，一直是工行威海分行着力
思考的。目前，该行通过多效举
措，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发展空
间。

通过有效控制风险，不断
降低准入门槛，工行威海分行
逐步摆脱对小企业财务报表的
依赖程度更注重小企业的成长
性和技术含量，使更多未来有

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的小企业
被吸纳进来，得到更多、更有力
的金融服务支持，解决了一批
小企业发展生产、扩大经营的
资 金 需 求 。创 新 融 资 新 品
种——— 供应链融资。供应链融
资业务是国内贸易融资业务中
的一种新操作模式，是以核心
企业为依托，紧密结合供应链
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交易结算特
点，为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客
户提供的整体融资方式。供应
链融资业务是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中无法提供有效担保的有效
途径之一。

在小企业的服务上，工行
威海分行因“户”制宜定制不同
的服务方案，提供结算、个人、
银行卡等业务的服务，而且还
立足市场，为小企业开展咨询
业务服务，提供市场动态、行业
发展、利率、汇率的信息服务，
帮助小企业做好财务管理、经
营分析、技术创新等增值服务。

此外，采用分层营销新机
制，工行威海分行细分客户群

体和服务资源，集中精力和优
势为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通
过引入绩效合约目标新机制，
把小企业绩效目标纳入到合约
书当中，充分调动各层营销小
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
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

工行威海分行还建立了小
企业信贷业务专项考核新机
制，突出和加大了对小企业服
务的考核力度，深度挖掘市场
发展潜力，把发展小企业的触
角伸向更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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