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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拍拍乐

与实施“作风兴局”战略相
结合。为把教育实践活动与实
施“作风兴局”战略有机结合起
来，进一步明确了“必须相信党
员干部、依靠党员干部”的观
念，通过实施内在升华和外部
激励，把蕴藏在党员干部中的
智慧和能量充分激发出来，把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
来。以教育实践活动推动“作风
兴局”战略得到全面落实，以稽
查工作的实际成效检验教育实
践活动的成果。

与严肃税风税纪相结合。
专项检查中严格执行工作和检
查纪律，严肃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以权谋私、执法不公等
问题，严守“廉洁自律”这项铁
律，抓作风、严党纪，营造了风
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加强宗旨观、群众观、权力观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
法为民的理念。

与税务稽查工作相结合。
利用开展税收检查与纳税人进
行座谈，了解不同层面纳税群
体的情况，认真听取来自纳税
人的声音，掌握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盼，听取他们对稽查工作
的意见建议，把实情掌握在执
法一线，把存在的问题情况找
准、找实。坚持执法和服务并

重，帮助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
做好纳税辅导，破解纳税疑点，
落实政策优惠，促进稽查干部
为民务实清廉。

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建立健
全了围绕干部管理、绩效考评、
教育培训的考评激励机制和围
绕稽查流程、责任追究、案件回
访的监督落实机制。探索建立稽
查干部诚信机制，促进勤政廉
政。大力推进稽查情况反馈、分
析、建议机制建设，通过对查出
问题的深入研究分析，及时反馈
给征收管理部门，改进征管措
施，堵塞税收漏洞，达到以“稽查
指数”提升“征管指数”的成效。

邓发国 马延文

市地税稽查系统“四结合”

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实效

横店影城

《X战警》3D

票价50元 片长125分钟
10:05 11:05 12:20 13:25 14:35 15:
45 16:55 18:05 19:15 20:25 21:35
22:40

《超凡蜘蛛侠2》3D

票价60元 片长140分钟
14:05 16:30 22:05

《潜艇总动员》3D

票价60元 片长85分钟

12:30 18:55 20:30

《窃听风云3》
票价50元 片长100分钟
10:20 11:30 12:40 13:50 15:00 16:
10 17:20 18:30 19:40 20:50 22:00

《归来》
票价60元 片长110分钟
10:30 12:00 16:00 18:00 20:05 22:
10

《人再囧途之泰囧》
票价50元 片长110分钟
14:00

《搞定岳父大人》
票价50元 片长95分钟
10:15

5 . 30影讯

端午节与六一儿童节喜相
逢，是难得一见的“双节日”，5月
31日至6月2日，安居房产将举行
六一儿童节，欢乐“粽”动员活
动。为感恩回馈新老客户的支
持，安居房产专门定制了数千
份极鲜粽子，凡到访金域缇香
以及幸福里项目现场的新老客
户，都将获得精美粽子一袋！

同时，本次活动期间5月31

日、6月1日晚上，安居房产将携
手小太阳幼儿园分别在金域缇
香项目和幸福里项目现场举行
六一儿童节晚会，精彩的节目，
欢乐的亲子互动，以及可爱的
卡通人偶，都将给你留下一个
难忘的节日，小朋友到访，还有
礼品相送哦！现场还将推出扫

描二维码送礼品活动，分享朋
友圈，礼品多多！

金域缇香作为安居房产
打造的高人气品质项目，占据
了绝佳地段，又兼具自身卓越
的产品品质，已然成为许多购
房者的置业优选，备受追捧的
同时，更在市场上获得了大量
的好评。项目紧邻泰城主干道
温 泉 路 ，周 边 五 马 新 时 代 商
厦、银座商城、中医医院以及
温泉路小学、南实小分校、六
中新校、农业大学等配套分布
四周，形成了一个 5分钟配套
生活圈，再加上 3 1路、2 4路公
交就在附近；可以说完善的配
套和便捷的交通，为生活带来
了方便和快捷。

六一儿童节 欢乐“粽”动员
——— 安居房产双节嘉年华 到访“粽”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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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立“泰山拍客家族”部落，邀请江湖拍客，共同记录
生活、见证时代变迁，传递幸福快乐！有意者请加入泰山地区拍
客QQ群190035676，或发邮件至taishanpaike@163 .com,作品需为
原创，并注明作者、单位、时间、地点，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择
优刊用，见报有奖。邀请热线0538-6982110。

江湖请“客”令

作者：萌萌
时间：5月18日
地点：泰安天外村
自述：一位演员打扮的人站在高亭边演唱。
点评：远处看着，让人血压也高。
(奖金 20元)

水平“高”

作者：山水明亮
时间：5月
地点：泰安
自述：果农顶着一篮樱桃。
点评：看着哪个甜摘哪个。
(奖金 20元)

作者：苏岩
时间：5月
地点：泰安
自述：商家装扮成“财神”，上街发传单。
点评：为吸引客户，商家路上抢风头。
(奖金 20元)

“顶”个甜

▲“财神”到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是全
国质量管理奖、山东省省长质
量奖和泰安市市长质量奖评选
工作中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那
么，这个准则究竟是什么？它的
宣贯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卓越绩效模式(Performance
Excellence Model)是当前国际上
广泛认同的一种组织综合绩效
管理的有效方法/工具。该模式
源自美国波多里奇奖评审标准，
以顾客为导向，追求卓越绩效管
理理念。包括领导、战略、顾客和
市场、测量分析改进、人力资源、
过程管理、经营结果等七个方

面。该评奖标准后来逐步风行世
界发达国家与地区，成为一种卓
越的管理模式，即卓越绩效模
式。它不是目标，而是提供一种
评价方法。《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正是为了实现卓越绩效模式。

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
临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何进
一步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从
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是
摆在广大已获得ISO9000质量体
系认证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卓
越绩效模式是世界级成功企业
公认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效
方法，也是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
经营管理的努力方向。

企业推行卓越绩效模式具有
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对
更新管理理念，步入现代优秀企
业行列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于

卓越绩效模式的导入，可实现公
司与世界一流管理模式迅速接
轨，成功借鉴世界一流公司的管
理经验。二是对实现公司战略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完善
的标杆管理体系并实施推进，对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将起到积极
作用。三是对优化内部管理流程、
整合管理方法、提升管理效率、完
善绩效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四是
争创全国、省、市质量管理奖，树
立卓越品牌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保障
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泰
安质监部门的工作宗旨和目
标。市民遇到质量、计量、特种
设备、标准化等相关问题，可拨
打质监热线12365反映，质监部
门将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张伟 姜菲菲)

解解读读《《卓卓越越绩绩效效评评价价准准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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