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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牡蛎”在荣成下海试养
本报荣成8月6日讯 (高

敏) 近日，由中国海洋大学
水产学院院长李琪带领的
科研团队精心培育的新品
系“橙色牡蛎”，在荣成市荣
金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海域
下海试养。

“橙色牡蛎”与传统牡蛎
差异明显，其苗种附着在扇
贝壳上，长成后外壳呈现鲜

艳的橙色。“橙色牡蛎”后期
养殖工作由荣金海洋科技公
司负责。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与荣金海洋科技公司建立长
期产学研合作关系。自2006

年起，李琪及其科研团队启
动牡蛎新品种培育工作，先
后培育出“海大1号”“海大2

号”牡蛎新品种。其中，“海大

1号”生长速度较快，“海大2

号”因左右壳和外套膜均为
金黄色，又被称为“金牡蛎”，
现已在山东、辽宁等地取得
了良好的养殖效果。“海大3

号”由荣金海洋科技公司负
责养殖实验，今年上半年顺
利通过现场验收。新品系“橙
色牡蛎”的培育，为牡蛎家族
又添一位“高颜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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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两人荣膺“山东好人”
7月山东好人发布仪式在荣成举办

本报荣成8月6日讯(荣宣)
8月2日，由山东省文明办主

办，荣成市人民政府协办的“7
月山东好人发布仪式暨全省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在荣成举行。60位崇德向
善、感人至深、群众公认的身边
好人荣膺“山东好人”称号，其
中荣成有2人上榜。

19时30分，伴随着《荣成
等你来》的悠扬旋律，32名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代表步入
礼堂。活动发布了7月份山东

好人榜名单，荣成代表刘青、
宋菊兰上榜。全国最美志愿者
姚洪波为刘青、宋菊兰、许胜
强等5名“山东好人”代表颁
奖。

仪式结束后，现场通过
播放事迹短片、歌舞展示等
形式，向在场观众展示了1 4
名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的感
人事迹和高尚情操。荣成市
跨越血缘亲情 6年如一日照
顾患癌贫困户的包村干部刘
青、3 5年坚守重病丈夫创造

生命奇迹的农村妇女宋菊兰
等道德模范与山东好人代表
纷纷走上舞台，与现场观众
进行深入交流互动。通过交
流，他们平凡而又不普通的
事迹被人们所知晓，场内不
时响起阵阵掌声，不少观众
情 不 自 禁 留 下 了 感 动 的 泪
水。

自2008年中央文明办组
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以来，山东省积极响
应，发动广大群众在熟悉的人

群中推荐好人好事，每月对外
公布一次“山东好人”榜单，成
为了百姓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载体。仅2017年，全省共评
出“山东好人”716名，123人入
选“中国好人榜”，全省“中国
好人榜”入选数量、推荐好人
线索数量连续四年保持全国
第一。

荣成市也始终坚持将创
城与公民思想道德体系建设
相融合，广泛开展了道德模范
评选、“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等活动，全面提升公民道
德素养，着力打造文化厚重、
见贤思齐、和谐宜居的文明城
市。目前，共有100多人被评选
为“山东好人”、“中国好人”、
全国道德模范等，涌现出了张
茹文、于思宽、武斌等一大批
在全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道德榜样，推动全市上下形成
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
天下的浓厚社会氛围，全面提
升了社会文明素质和市民文
明素质。

“合二为一”合出税务新机构新作为
荣成税务全面落实“一次办好”改革，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黄丽雅

随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逐步推进，自上而下的“合二
为一”为荣成市税务局全面提
升服务水平，继续优化营商环
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推动
该局全面深化“一次办好”改
革，以更加便捷的办税流程、更
加贴心的纳税服务，不断提升
纳税人获得感和满意度。

“合二为一”合出便捷

“现在进一个大厅就可以
办理全部税收业务”“用同一个
办税系统就可以办理所有税种
的涉税业务”……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实现省市县乡全覆
盖后，这是纳税人说得最多的
话。

在“一厅通办”模式下，荣
成市税务局全面实施环境、岗
责、事项、流程、人员、时限“六
统一”标准化建设，降低纳税人
办税成本，提升办税效率。目
前，全市6个办税服务厅已全部
实现“一厅通办”，创建标准化
服务窗口53个，下一步将全面

推进“一厅一窗一人”通办，纳
税人进一个服务厅、叫一个号
即可办理所有涉税业务。

据悉，税务机构改革后，
原国税、地税网上办税平台也

“合二为一”，纳税人只需登陆
一个系统，就能一次性完成原
本需要在国税、地税两个网络
平台办理的业务。在此基础
上，荣成市税务局全面整合网
上办税功能，推行网上办税。
目前，全局“走网路”网上办税
量占全部业务比例为73 . 08%，
名列威海第一。

此外，大力推行自助办税，
引导纳税人使用自助办税设
备，新购置自助办税终端16台，
充实24小时自助厅，方便纳税
人随时办理业务；大力扩充第
三方代办服务。将城区大型商
场全部委托代征，扩展邮政发
票代开点18个，极大方便个体
和无证纳税人办税。

“合二为一”合出创新

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作为

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始
终是荣成市税务局坚持的工作
目标，在全面推行机构改革的
过程中，注重借融合之力大胆
创新，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早在机构改革之初，原荣
成国税、地税便倾力合作，策
划创新开展全市税收营商环
境指数测评。为科学进行测评
评价，他们主动与国际知名会
计师事务所对接合作，参照国
际标准，结合荣成“信用城
市”建设、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及全局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
等工作，探索形成具有荣成特
色的税收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随着国税地税征管改革
工作的逐步推进，从合作到
合并，适时的改革更是为这
项工作提供了助力。目前，通
过纳税人问卷调查、各项税
收 营 商 环 境 数 据 分 析 等 措
施，开展数据调查与分析、发
布，搭建评测模型，已初步建
立起涵盖税收服务效能各方
面标准的税收营商环境评价

体系，预计8月底将发布全省
首例税收营商指数报告，这
也将为全面优化全市税收营
商环境增添强大动力。

“合二为一”合出力量

“事合、人合、心合、力合”
是对此次改革“合二为一”最为
全面精准的注解。

办税服务厅的“一对一”互
助对子是荣成市税务局在机构
改革过程中自动派生产物。“一
开始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结对子
制度或要求，完全是大家自发
的，后来觉得这方法对于让大
家尽快熟悉业务很有帮助，这
才正式列为一项制度。”办税服
务厅负责人毕慧珍说。

原来，在前期推行“一厅
通 办 ”“ 一 人 通 办 ”的 过 程
中，在各办税服务厅，原国
税、地税窗口服务人员自发
结成“一对一”互助对子，他
们在工作中互相“补台”，帮
助对方解决自己所熟悉的业
务难题；工作之余，他们互相

教授学习各自业务知识、操
作 流 程 ，遇 到 问 题 共 同 研
究、解决，保证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业务上的互通。“一
对一”互助对子逐渐成为每
个 综 合 办 税 服 务 厅 的 一 项
必备制度，最终被列为纳税
服务管理制度中。目前，全
市服务厅共结成互助对子48
对，也正是这种合力才让整
个税务系统得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实现“一厅通办”“一人
通办”，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便
捷优质的服务。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改的是体制，合的是机
构，聚的是人心，谋的是发
展。全面落实‘一次办好’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为纳税人提
供更加优质的纳税服务，构建
更加和谐的征纳关系始终是
我们的改革目标，更是我们能
够为纳税人提供的最为贴心
实在的改革红利。”荣成市税
务局联合党委书记、局长邢本
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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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

除隐患
眼下酷暑，全市用电量激增，辖区负

荷不断突破新高。为此，荣成市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本着“能带不停”的原则，通过
带电作业对全市配网线路开展检修消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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