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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成成国国税税挖挖潜潜堵堵漏漏促促增增收收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李
晓阳 黄丽雅) 荣成市国税
局注重强化信息增值利用，
将涉税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分析和整合，对纳税人进行
客观的风险识别及排序，最
大限度地实现堵漏增收。

荣成市国税局充分利用
社会化信息管理平台，获取
外部第三方信息，将工商、银
行、财政、地税等有关部门纳
入税源信息系统之中，做到
税源信息监控全覆盖。截至
目前，共采集医保、用电量等
第三方数据21万余条。

荣成国税还利用数据平

台，分规模、分行业、分管理单
位对税源信息进行集中分析，
创建一般纳税人监管电子台
帐，对核心征管、防伪税控及
电子底账三大系统数据有效
整合，自动完成一般纳税人成
本结构、税负、进销项税额地
区构成及运输费用匹配率等
问题分析。通过整合分析数据

发现风险异常，集中开展有针
对性的排查治理。

今年，共发起了“以医控
税”“以电控税”和“税负异
常”等7项专项风险排查，对
全市53户加油站、151户医药
零售、36户商砼、21户仓储和
11户电子加工企业进行纳税
评估，共评估税款528万元。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林巍
强 王海鹏 葛永涛) 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埠柳镇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通过产业扶贫、
保本分红、特殊群体帮扶、驻
村服务等方式，有效带动贫困
户就业创业和脱贫致富。

日前，埠柳镇小梁家村投
资25万元的扶贫项目31kw光
伏发电工程经过一个多月的
安装施工，迎来了电力部门的
检查验收。施工技术人员和电
力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发
电、转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情

况，在室内电力控制机房，完
成检查后，技术人员合上了三
道电闸开关，电表显示的数字
不断增加。

“光伏项目一次性完成验
收，正式并网发电，是给村里
实现造血的工程，村里每年大
约能收入六万块钱，用于扶
贫，村里基本上就脱贫了。”埠
柳镇小梁家村党支部书记梁
勇表示，小梁家村有125户村
民，村集体经济薄弱，是省级
贫困村，在上级部门的调研和
决策下，依靠光伏发电项目，

通过扶贫资金产业化，实现了
靠天增收。

同样是省定贫困村的埠
柳镇南兰格村，则通过参股当
地食品加工企业或购置农机
对外出租的形式实现扶贫资
金的细水长流。在埠柳镇精心
筛选下，把扶贫资金以入股的
方式投入该镇发展前景较好
的食品加工企业东之海，并购
置了玉米收割机承包给专人
管理使用，这样每年可取得入
股分红和租金收益2 . 5万。此
外，通过修缮老旧房屋，建设

村级幸福院，为老人提供服
务，也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小梁家村和南兰格村是
埠柳镇精准扶贫工作的缩影。
今年以来，埠柳镇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以产业项目、岗位务
工、土地流转和电子商务等增
收模式为重点，共投入资金
500多万元，发展8个光伏发电
村、4个农机服务项目村、2个
经济林种植村，1个民宿旅游
村，带动2000多名贫困群众创
业就业和脱贫致富。

在扶贫工作中，各级帮扶

单位、企业和驻村“第一书记”
也成为资金、政策和信息来源
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到目
前，全镇2015年5个贫困村564
户贫困户、968名贫困人口已
全部脱贫，2016年8个贫困村
的扶贫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

埠柳镇扶贫办主任黄忠
周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开展扶
贫攻坚，通过产业项目实施、
扶贫政策争取、对口企业帮
扶、工作调度考核等措施，确
保实现2016年8个贫困村807
户村民全部脱贫的目标。”

精精准准施施策策助助力力贫贫困困村村脱脱贫贫致致富富
埠柳镇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食食药药监监帮帮扶扶改改造造豆豆制制品品集集中中加加工工区区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林
雅丽) 为进一步规范荣成
市豆制品加工小作坊生产经
营行为，近期，荣成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梳理全市豆腐
加工小作坊，对较分散、生产
加工条件较差、安全隐患较
大的豆腐小作坊率先改造，
选取一处厂房，引导分散的
豆腐小作坊进入集中加工区
统一加工、统一规范管理。

改造中，不少小作坊业
主对内部设施改造不明白、
食品安全意识较差，为此，执
法人员帮助小作坊设计改造
厂房，理顺加工流程，对改造
好的小作坊，开放绿色通道，
缩减备案审批时间。目前，已
帮助7家小作坊完成备案登
记，下一步将纳入监督抽检
和监督检查计划，确保豆腐
小作坊加工规范管理。

11月21日，荣成市城建系
统组织除雪演练，出动人员
100余人，车辆50余辆，确保雪
情发生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快速高效清除积雪，保障市区
道路畅通，方便市民和车辆正
常出行。据悉，荣成城建从设
备保养调试、物资准备、人员
培训、除雪演练等方面入手，
已全力做好了除雪准备工作。

李晓岩 摄影报道

除除雪雪演演练练

荣荣成成一一女女子子接接““警警方方””电电话话险险被被骗骗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于
瑜) 28日，荣成一市民接到

“上海警方”电话，被告知涉
嫌洗钱犯罪，要求配合警方
调查。为保险起见，该市民向
民警咨询，才得知是电信诈
骗，最终避免了损失。

28日，荣成市民曲女士
接到一陌生电话，对方自称
是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上海民警”表示，近日查获
了一名涉嫌洗钱犯罪的嫌
疑人，在其住所搜出了一张
银行卡，而该银行卡是使用

曲女士的身份证办理的，且
银行卡已有洗钱记录，因此
警方认为曲女士也涉嫌洗
钱。

听后，曲女士坐立不安，
为保险起见，她来到荣宁派
出所咨询。了解情况后，民警
告知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
犯罪分子先冒充外地公安局
工作人员，再以银行卡涉嫌
洗钱犯罪需将所有银行卡的
存款转移到骗子设立的“安
全账户”里，等受害人将钱汇
入后，骗子立即将钱转走。

我我国国首首次次进进口口曾曾祖祖代代白白羽羽肉肉种种鸡鸡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岳福
杰 原志伟 王敬祥) 近日，
从波兰进口的4162只哈伯德曾
祖代白羽肉种鸡抵达荣成，这
是我国首次引进曾祖代肉种
鸡。经现场检疫，该批种鸡健康
状况良好，进入为期30天的隔
离检疫期。

该批种鸡是由山东益生种
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从波兰进口
而来，目前已顺利抵达荣成进
境种禽临时隔离场。据悉，我国
此前引进肉种鸡的最高代次为
祖代，这次引进曾祖代肉种鸡
尚属首次。经现场检疫，该批种

鸡健康状况良好，进入为期30
天的隔离检疫期。隔离检疫期
间，检验检疫部门将进行相关
疫病的实验室检测。

据介绍，纯系原种鸡→曾
祖代肉种鸡→祖代肉种鸡→
父母代肉种鸡→商品代肉鸡，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肉鸡产业
链，其中，纯系原种鸡、曾祖代
肉种鸡和祖代肉种鸡的育种
工作是较为重要的环节，被形
象地比喻为金字塔结构的顶
端。我国现阶段尚未掌握上述
种鸡的育种技术，目前完全依
靠进口祖代肉种鸡以生产父

母代肉种鸡，进而满足下游整
个环节对肉鸡产品的需求。因
受禽流感疫情影响，美国、法
国等祖代种鸡主要供应国的
引种均被暂停，致使国内祖代
肉种鸡引种数量严重不足。为
促进肉鸡行业健康发展，山东
检验检疫局帮扶辖区企业从
质 检 总 局 新 批 准 的 进 口 市
场——— 波兰引进种鸡。企业引
进的曾祖代肉种鸡，不仅开辟
了肉种鸡进口的新渠道，也可
通过曾祖代肉种鸡繁育祖代
肉种鸡，有效推动我国种禽育
种行业发展。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黄丽
雅) 荣成市国税局充分发挥

“互联网+税务”作用，开启纳
税服务“微时代”，进一步为纳税
人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

荣成市国税局在全市范围
内依托3个管理分局建立4个

“税企微信群”，依托机关对口
科室建立出口退税、重点税源
企业等5个专业QQ群，将全市
6200多户相关纳税人纳入其
中，及时在群内发布最新的税
收政策、通知通告及注意事项，
并安排税务人员在线解答纳税

人提出的各类涉税问题。
此外，荣成国税还全面推

行“网上预约服务”，纳税人可
通过邮箱、QQ等网络工具将相
关资料提前传至办税厅审核，
既节省了纳税人的时间，又提
高了办税厅的办事效率。

荣荣成成国国税税开开启启纳纳税税服服务务““微微时时代代””

11月25日，荣成公司完
成110千伏玄镇站110千伏玄
镇线进线间隔改造工程。110
千伏玄是荣成南部电网的重
要支撑，近年来用电负荷激
增。为保障电网安稳运行，荣
成公司对该站开展改造。项
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高荣
成南部电网的供电能力。

韩天凯 宋佩儒
进入11月，荣成地区恶

劣天气渐增。日前，荣成供电
公司针对恶劣天气制订措
施，全力应对气候变化，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隋鹏飞

近日，省食药监局、威海
市食药监局对荣成的保健食
品生产企业开展督导检查，
实地检查了企业的原辅料
库、生产车间等场所，同时对
在产的部分保健食品进行了
监督抽检。 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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