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税务持续发力

确保“三定”扎实落地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

(黄丽雅) 近日，全国县级
税务机构“三定”规定全部
落实到位，标志着税务机
构改革第二场主攻战基本
完成，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推进到新阶段。荣成
市税务局在“三定”宣布后
的第一时间行动，统筹兼
顾，周密安排，确保新机构
平稳高效运转。

为 促 进 人 员 尽 快 融
合，荣成税务局各机构单
位的人员安排在遵循相关

原则要求的前提下，尽量
采用原国地税人员“交叉
办公”的形式，促使在理念
上、感情上、工作上迅速融
合，主动沟通，密切协作，
使“物理融合”产生“化学
反应”。

为了给纳税人提供更
高质量的纳税服务，荣成
税务局在前期整合实体办
税服务厅、扩充自助办税
途径、加大网上办税力度
的基础上，再注重从干部
业务能力出发，制定大厅

基础业务操作手册，普及
式地让每名税收人员能够
准确掌握金三操作流程，
以税收知识为引领，打牢
业务基础，以操作流程为
基石，打造一支“高精尖”
的纳税服务团队。同时，在
内 部 组 成 业 务“ 互 学 对
子”，采取业务骨干讲课、
集中交流学习等方式，督
促 干 部 职 工 强 化 业 务 学
习，全面提升队伍素质，以
过硬的业务素质确保优质
的纳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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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志志愿愿故故事事””宣宣讲讲活活动动落落幕幕
分享志愿故事，彰显榜样力量

华力电机荣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本 报 荣 成 1 0 月 2 9 日 讯

( 李振宇 张利琴 ) 近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了2 0 1 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
名单，山东华力电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获得二等奖一项、三
等奖一项，成为威海首个同时
获得两个奖项的企业。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作为
全国标准化领域的最高奖项，
具有入围门槛高、竞争激烈、评
审机构权威、过程严格的特点，
能够在评选中脱颖而出的获奖
者，多为标准研究工作的龙头
型、领军型单位。

华力电机集团作为集科
研、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
大型现代化集团，是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小型
电机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IEC60034-30国际标准工作组成
员单位，在标准化工作方面有
着自己的独到经验和成熟体
系，已成为中国中小型电机行
业最具规模和实力的制造企业
之一。

近年来，荣成市坚持实施
“质量强市”战略，在发展质量、
标准和品牌建设等方向持续发
力。以制造业提质增效为中心，
深入实施制造业标准提升工

程，全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
担国际、国家、省标准化技术组
织工作，主导或参与更多国际、
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引
导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助
力自主品牌推广，组织开展“标
准化+”行动，鼓励龙头骨干企
业加强国际国内标准化合作，
抢占国内外市场“话语权”。通
过与企业紧密联系，通力协作、
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推进标准
化项目落地。此次华力电机在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方面取得
佳绩，是荣成政府、企业协调联
动、充分发挥标准化作用的结
果。

清洁小家庭，文明大文章
崂山街道两级合力，清洁家园再提升

本报荣成1 0月2 9日讯
(陈德强) 崂山街道在前期
工作基础上，对“清洁家园”
行动进行再深化，成效再提
升，责任再压实，督导再加
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
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清洁小家庭，文明大文
章。改善困难家庭的家居环
境要以提升道德素养和家庭
文明为总目标。以前，房前屋
后乱堆乱放，灶墙锅边满手
油垢。现如今，“一家一特色、
一户一风格”，室内室外干净
整洁、表里如一。

家住鲁家庄的王进勇和
刘德花两口子是村里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丈夫王进勇年
事已高、行动困难，妻子刘德
花血栓初愈、腿脚不便，村里
的妇联主席带领志愿者帮助
老人重新整理了房屋，吊上
了顶棚，整修了泥墙，还贴上
了壁纸。

清洁家园工作开展以
来，受益的是困难家庭。据崂

山街道妇联主席王秀冬介
绍，自从市里牵头开展“清洁
家园·美丽乡村”工作，崂山
街道扎实推进农村家居环境
卫生整治，目前已经投入十
万余元，642户家庭环境得到
提升。

在清洁家园行动过程
中，崂山街道充分发挥妇联
组织联系妇女群众的优势，
组织村居妇联执委、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充分
发挥主力军作用，实现了农
村家居环境的明显改善，也
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

为了进一步巩固成效，
崂山街道又陆续对36户家庭
进行了环境再提升，并形成
了街道督导，村里落实的工
作机制。目前，此项工作已同
街道的征信管理挂钩，并通
过考核在月度例会上予以通
报，建立起了长效的管护机
制。两级合力促推进，实现了
农村家居环境的明显改善。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杨青)
10月27日，由荣成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主办，市志愿服务
联合会、市朗读协会承办的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 我的志
愿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市实
验小学举行。经角逐，3人获得了
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此次比赛以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倡树志愿服务理念为主
旨，自8月份起开始征集作品，全
市共有106支志愿服务团队上报
了参赛作品，经筛选，73支志愿
服务团队的86名选手参加了前
期的区镇街道、教育系统、市直

部门、城市社区等四轮初赛，43
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14名选手
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的14名优秀选手
来自于荣成市各个社区、学校
以及志愿服务团队的志愿者，
他们家结合自身的志愿服务，
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着自
己或身边人在邻里守望、文明
劝导、扶危助困等志愿服务活
动经历，分享了服务的经验和
感悟，真实感人，催人奋进，让
现场观众感受到全市志愿者们
良好的精神面貌，选手们精彩
的表现不时博得观众们的阵阵
掌声。

最终，得润社区的梁华英、
华侨社区的史凤娥、好运角中
学的宋明芳获得本次大赛的一
等奖。

3家企业有机产品认证通过现场检查
本报荣成10月29日讯(刘霞)

近日，农业部中绿华夏有机食
品认证中心委派检查员对荣成
市正宇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续
报有机苹果、西霞口股份有限公
司新申报海参加工产品、蓝色海
洋海参专业合作社续报有机鲜
海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结果符
合有机生产要求，现场检查获得

通过。
此次通过现场检查的正宇

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从2017年
申报有机苹果认证，于2018年3
月获得认证证书，今年继续保
持认证。西霞口海珍品股份有
限公司已获得有机鲜海参认
证，今年又申报淡干海参、即食
海参，从单纯的养殖认证扩大

到加工产品认证，丰富了认证
产品的种类。蓝色海洋海参专
业合作社已连续两年通过认
证，今年继续保持认证。

待申报产品检测合格后，
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
心将组织专家进行终审，审核
通过后，中心将颁发给企业新
的有机认证证书。

本报荣成 1 0月 2 9日讯
(林巍强 ) 近日，由省文化
厅、省美术馆、省油画学会
承办的“2018美术创作人才
研修班”采风活动走进好运
角旅游度假区，实地考察区
域创作资源与环境、海洋生
物科技题材。

研修班3 0多名学员实

地考察了好运角美术馆、
海洋生物高科技企业“百
合生物”，以及落凤岗渔港
等企业和景区、景点，详细
了解美术馆艺术展览和创
作条件、海洋生物企业的
技 术 领 先 优 势 和 产 业 流
程，对度假区优越的生态
和人文资源、良好的创作

环境、优美的海岸景观连
连称赞，纷纷表示，这里给
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
材，可以极大地激发艺术
家们的创作灵感。

据了解，研修班学员
经过前期考察，将确定近
期创作采风方案，进一步
深入各考察点，实地完成

创作过程，用专业化的艺
术语言和最朴实的情感表
现大美好运角的自然、人
文、历史、民俗之美。他们
的研修学习创作，在提升
展 示 油 画 创 作 技 能 的 同
时，也将进一步提升度假
区美术创作氛围，增加区
域知名度和影响力。

艺术大咖组团到好运角采风

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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