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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国税局积极建设“青苗工程”
高区国税局创建“青苗

工程”有效整合时间、人力、
物力资源，以点带面全面提
升青年干部业务素质。实施

“青苗工程”是高区国税局
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据

《威海市国税系统十三五时
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以及

高区国税局2018年教育培
训工作要点相关要求，高区
国税局制定了《威海高区国
税局青苗工程实施方案》，
重点从思想政治和业务能
力两个方面对青年干部的
培养工作进行了明确，通过
开展此次启动仪式，加深了

高区国税局全体干部职工
对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的认
识，使大家对青年干部的培
养工作充分重视起来，为青
年干部快速成长成才提供
了新的平台，为国税事业的
健康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提
供了保障。

高区国税局五方面做好营改增“回头看”工作
一是开展制度规定“回

头看”。结合工作实际和各
项规范要求，对报送资料、
办理流程等进行全面梳理，
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让制度规定成为帮助营改
增工作顺利“闯关”的秘诀，
做到各项工作有规可依、有
章可循。

二是开展纳税服务“回
头看”。在软件建设上，充分
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强
对前台劳务派遣人员的教
育培训，全面提升办税效
率；在硬件建设上，配置了
叫号机，加强自助办税区建
设，实现错峰办税、多元申
报、合理分流，切实解决大

厅拥堵情况。
三是开展发票管理“回

头看”。根据纳税人诉求，进
一步加强相关政策宣传，加
大对发票的管理监控力度
和对虚开虚抵行为的打击
力度，进一步强化税收风险
管理。

四是开展国地税合作
“回头看”。认真梳理落实《国
地税合作规范》和深化国、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各项内容，
明确责任科室、责任人、工作
内容和完成时限，进一步拓
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强
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召开
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前期工作
中的经验，对各环节存在问

题提出整改措施，对做好下
一阶段工作共商对策，以深
化合作实现国税、地税、纳税
人的三方“共赢”。

五是开展信息化建设
“回头看”。认真落实税收现
代化中加强“互联网+税务”
建设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加
强与计算机服务公司的沟通
协调和工作指导，及时为纳
税人解决在申报办税过程中
遇到的软件升级、纳税申报、
政策咨询等各类问题。通过
内部技术与外部服务的共同
支撑，前台与后台的有效衔
接，充分发挥自助办税、移动
办税的分流作用，进一步为
纳税人提供便利。

高区国税局推行智慧办税 促进办税服务现代化、便利化

高区国税局加快
推 进 办 税 便 利 化 改
革，加强现代化办税
服务集群建设，全面
提升服务形象。一是
多元办税。大力推行
电子化、自助化、无纸
化服务手段，让有限
的人力资源配置到纳
税 人 必 要 的 需 求 之
中。在资料完整且符
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
提下，最多只需要到

主管税务机关一次办
理，共涉及报告类、发
票 类 、申 报 类 、备 案
类、证明类五大类239
个事项。二是智慧办
税。以“体验式自助办
税厅”为切入点，建设
覆盖线上线下、集成
多种服务手段、辐射
辖区纳税人，既直接
承担办税功能，又发
挥服务调度作用，全
面提升办税服务智能

化水平。三是标准办
税 。以 打 造“ 金 牌 服
务”为目标，从阳光心
态、服务规范、软件操
作、应急处理等方面
对全体纳税服务岗位
人员进行培训，并通
过“分组考核，积分管
理”的办法，定期对纳
税服务人员服务标准
化程度进行考核，进
一步提升纳税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程度。

近年来，A 股市
场波动加剧，公募基
金展示专业投资者优
势，为投资者在震荡
市场中把握机会。建
信基金旗下一批权益
类 基 金 穿 越 牛 熊 市
场 ，绽 放 出 业 绩 之
花，收获“五星基金”
好评。上海证券基金

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
《 公 募 基 金 评 价 季
报》显示，截至3月3 1
日 ，建 信 基 金 旗 下 6
只 权 益 类 基 金 荣 获

“五星基金”评级。另
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基
金业绩评价报告》显
示，截至4月27日，建

信基金5 只权益类基
金荣获“三年期五星
基金”评级。其中，建
信双利策略主题、建
信积极配置、建信健
康民生3 只产品凭借
良好的表现，获得了
来自上海证券和银河
证券的双重“五星基
金”评级。

投研实力受认可建信基金多只权益类产品
荣获“五星基金”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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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5月31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刘元娇) 5月
31日，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召开了全市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服务平台网络操作培
训会，并启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在线培训工作。6月1日，“威
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启用(http://
sdwh.yxlearning.com)，广大专业
技术人员可以使用居民身份证
号注册登录，并利用业余时间随
时随地开展公需科目和专业科
目学习取得培训学时，平台运行
步入正轨后，还将通过“威海人
社发布”微信公众号实现移动在
线学习。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威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招标
采购，采取公需科目免费、专业科
目采购定价的“互联网+”继续教
育模式，与山东大众云学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搭建了“威海市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平台)，为全市专业
技术人员自主参加继续教育打通
在线培训通道。

据悉，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
人员参与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的
重要依据之一，是更新知识结构、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增强创新创
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为全市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等发
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举

措。全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等在职专业技术人员须按
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其他人员
根据实际需要自愿参加培训学
习。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的内容分为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
两部分，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
间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其中，公
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专业科目
不少于60学时。威海市专业技术
人员既可以通过平台开展在线学
习取得学时，也可以通过各类继
续教育基地、本系统本单位和相
关行业培训机构等组织的继续教
育培训学习、进修或科研成果、论
文著作折算等渠道取得学时。

六一撞周末 西霞口与您约“惠”3天

本报威海5月31日讯(记
者 冯琳) 根据相关规定，
6月1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
儿童放假1天。因为六一儿
童节是星期五，撞上周末可
是连休三天哟。西霞口特地
推出3天六一儿童节特惠，
喜欢亲子游的您不要错过。

6月1日-3日，1 .2米以上
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购
买景区优惠票。而且，父母陪
同前来，父母也可以一同享
受景区的特价优惠票。优惠
票价格为：神雕山动物园特

惠99元/人；成山头景区特惠
120元/人；神雕山动物园+成
山头+摩天岭+隆霞湖四景区
套票特惠150元/人。

此外，在此期间，前来
西霞口的小朋友都可以免
费领取园区定制的科普手
册，完成地图盖章，即可获
得景区定制纪念徽章一枚。
同时，预约报名，即可享受
园区导游的科普讲解，带孩
子们了解更多的动物常识。
预约报名链接具体参见西
霞口官方微信。

车陷沙滩
5月31日，在荣成市东

楮岛村海边，一辆黑色轿
车深陷沙滩被困。接警后，
宁津边防派出所民警携带
工具赶到现场，先用铁锹
将车轮底下的沙土铲平，
再使用铲车将车辆拖出并
转移至安全地带。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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