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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纳税秩序，提供优质服务

姚姚家家街街道道力力争争财财政政收收入入双双过过半半
街道联讯

本报讯(记者 肖
龙凤 通讯员 刘如
洋) 为促进软件业发
展，姚家街道依托辖
区内留学生创业园、
跨境电子商务园、文
化创意园等特色软件
产业园区，积极开展
软件行业特色招商引
资活动。同时，向各大
特色园区发放姚家办
事流程、“共梦同行”
招商手册等宣传材料
900余份，保证有入驻
意向企业充分了解辖
区整体概况。

对于已经入驻的
企业，街道积极开展
走访调研，加大服务
力度，主动帮企业排
忧解难。通过软件行

业专用网络平台，定
期主动联系企业，召
开专题会议，将问题
和困难分类汇总，开
展部门联动，切实帮
助企业解决相关困难
和问题。截至目前，总
共了解企业相关困难
和问题35个，已解决30
个。

为宣传相关优惠
扶持政策，让企业得
到更多的实惠，街道
发放太阳能集热系统
财政补贴申报通知、
节能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申报通知等相关优
惠政策300余份。同时，
对其中的申报注意事
项给企业做了详细的
解读。

街道积极推进

软件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肖
龙凤 通讯员 王斐)

为夯实“阳光低保”
工作，让真正有需要
的人群得到救助，姚
家街道各相关部门通
力合作，利用辖区内
各个村居宣传橱窗，
广泛宣传低保政策的
重 要 意 义 和 主 要 内
容，并对低保申请人
员的保险、车辆、房产
等家庭收入及家庭财
产情况层层核实，符
合政策条件才准予纳
入，确保低保工作公
平、公正、公开。

在执行过程中，
坚持社区初审提交、
办事处复核、民政局
审批的三级核查工作
步骤。通过村委会、居

委会宣传栏对低保人
员的管理、条件等相
关内容及时公开，实
现“阳光操作”，同时
对居民提出的咨询、
疑问等进行解答。

同时，认真开展定
期登门入户调查，做到
对家庭人口、收入状
况、困难情况“门门
清”。做好档案分类管
理，低保档案按年度的
不同实行分类管理，及
时对低保人员的原始
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和
完善，将低保申请表、
入户调查表等进行归
档，实行专人专档管
理。截至5月份，姚家街
道共有低保户159户259
人，当月共计发放低保
金109451 .7元。

5月份发放

近11万元低保金

本报讯(记者 肖
龙凤 通讯员 高文
昊 ) 近期，姚家街道
积极开展隐患排查，
消除苗头，确保安全。
联合姚家派出所开展
安全隐患检查，对辖
区内的商场、餐饮单
位、沿街商铺、九小场
所、网吧等人员密集
场所进行了地毯式的
隐患排查综合治理。
此次检查出动车辆10
台次，人力20人次，共
检查网吧24家，集贸市
场2家，宾馆96家，加油
站3家，检查出消防安

全隐患10处。
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意识倡安
全。在社区、学校、建
筑工地、车站等人流
密集场所，悬挂相关
主题内容横幅；工作
人员进社区、马路、车
站点等，发放消防知
识传单5 0 0 0余份、社
区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500余本；组织大型酒
店超市进行灭火演练
十余次；并且向社会
公布安全隐患举报电
话，发送手机安全公
益信息等。

街道积极排查

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刘志宏) 今年以来，
姚家街道从跟踪服务重点项
目、强化楼宇税收产出、深入
挖掘潜在税源和提升企业优
质服务等方面，搞好税收管理
和财源建设等工作，扎实做好
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上半年财
政收入双过半，为圆满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在跟踪服务重点项目方
面，街道对辖区在建的19个重
点项目进行走访调查，积极与
19个在建项目负责人对接，共
收集25个问题，其中办事处自
行解决的问题13个，与区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9
个。其他3个问题正在积极落
实中。今年5月，消防调度中心
地块拍出后，积极与开发商取
得联系，第一时间做好服务工
作，争取项目尽快落地。同时，
创建了重点项目专用网络平
台，将19个项目全部纳入到平

台当中，提高办事效率，优化
服务水平。

为强化楼宇税收产出，街
道加大对楼宇内总部企业、金
融、批零等大型企业的服务，
充分了解其经营状况。同时，
加大对楼宇内异地纳税企业
全面排查，分门别类建档立
案，加强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对
接，及时跟进管理和服务。目
前摸排辖区11处楼宇共605家
企业，发现85家异地纳税企
业。下一步，将联合工商、税务
等职能部门进行执法检查，理
顺辖区企业纳税秩序。

同时，街道强化重点税源
企业分类管理，加强税收分
析，深入挖掘潜在税源。根据
行业特点，重点加强对房地
产、金融、商贸、等重点行业的
税收分析和管理，总结行业特
点规律，使税源监控更具有针
对性、目的性和有效性。全面
摸排辖区竣工项目，对符合清

算的企业，由税务部门实行项
目清算，使项目税款应缴尽
缴。对辖区2500户个体户信
息进行全面摸底，分类整理，
建立完善动态台账，确保所
有个体业户全部纳入税务登
记管理范围，促进个体税收增
收。

为给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街道长期密切联系企业，力求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建立
辖区知识经济企业信息平
台，通过平台加强街道与企
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组织40家重点纳税大户的财
务总监培训，不但加强企业
财务管理及纳税意识，而且
增强了辖区的属地意识和主
人翁意识。协助工商部门全
面宣传企业年报公示制度，发
放《致企业的一封信》2000余
份，在辖区楼宇等企业聚集地
利用宣传栏、宣传橱窗等张贴
宣传材料75份。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程新) 姚家街道为
民服务中心自投入运行以来，
积极构建三层管理体系，全力
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其中，为
民服务中心是综合管理层，由
11个办事窗口组成办事服务
层，街道便民服务网络系统作
为运行支撑层，三层管理体系
相互协调工作。

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将与
社区居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劳动就业、民政优抚、
社会救助、计生申报、流动人口
办理等34大项近70个服务项目
统一纳入便民服务大厅，设立
服务窗口，并设流动雷锋窗口。
同时，积极构建和完善以街道
为民服务中心管理层为龙头、
街道为民服务中心为节点、社
区为民服务中心为支点的一体
化为民服务体系，切实提高为
民办事效率。

按照一个窗口接单、一次
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站式
办结的“四个一”标准，努力让
群众少跑路、办成事。目前，共
受理群众咨询20000余件，申
办事项120余件，办结16000余
件，得到居民群众的普遍欢
迎。街道服务中心按“四个一”
标 准 ，累 计 接 待 办 事 居 民
17000人次。其中，接收退休、
挂靠党员27人；发放低保金
108874 . 4元；发放大病救助金
83755元；123名老人享受到居
家养老服务；为12081位老人
办理银龄安康保险；办理残疾
证49人，向228残疾人发放护
理补贴146700元；为32户申请
廉租房补贴的困难家庭进行
了收入审核；居民养老保险新
增7 5人，缴费3 8 7 3 0 0元；为
2 3 6 4 人 发 放 居 民 养 老 金
725413 . 53元；办理失业登记
295人；新生儿参保359人；新

增接续养老保险379人次；办
理一孩登记135个，二胎172
个，独生子女证110个。

街道为民服务中心积极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确保为民
服务水平稳步提高。一是服务
反馈制度，通过室内、外设立
意见箱，以及电话回访、上门
走访、现场评议等形式，定期
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对出现
的问题进行整改；二是意见受
理制度，设立专门服务意见受
理电话，由专人负责接听，收
集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制定专
项解决方案；三是人员考核制
度，将各窗口为民服务工作人
员实绩纳入年度岗位考核内
容，从业务能力、办事效率、群
众评议等方面进行评估考核，
并作为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
切实把街道为民服务中心打
造成为服务群众的窗口和展
示形象的舞台。

近70个服务项目统一纳入服务大厅

姚姚家家街街道道全全力力提提升升为为民民服服务务水水平平

6月8日，姚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志
勇一行来到现代逸城社区。刘主任对居委
会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强调，要始终把群众
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
便利。

通讯员 李春玉 摄

6月1日，历下区司法局潘局长、姚家街
道办事处司法所赵所长一行来到华阳社区。
潘局长对社区司法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对社区调解工作机制、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
等工作进行了指导。

通讯员 马宪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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