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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树树山山夫夫妇妇为为震震区区捐捐款款22000000元元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郑欣鑫 ) 7日，云
南景谷县发生6 . 6级地震，得知
这一消息，8日，塔山社区老党员
殷树山夫妇第一时间拨通威海
市慈善总会的电话，向云南灾区
捐款2000元。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8日4时
40分，云南景谷6 . 6级地震已造

成普洱市景谷县1人死亡、323人
受伤，临沧市临翔区1人受伤。地
震造成景谷县房屋倒塌2169户
6507间。景谷县共有92700人受
灾，其中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6880
人。

在得知此消息后，8日上午，
威海塔山社区老党员殷树山夫
妇第一时间拨通了威海市慈善

总会的电话，向云南灾区捐款
2000元。

由于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交
通不方便，威海市慈善总会工作
人员及时赶到老人家中，接收捐
款2000元。

殷树山老人表示，在景谷地
震这样的大灾面前，要发扬“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义不

容辞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为灾区
人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他
们尽快渡过难关。

据了解，殷树山夫妇多年来
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目前已累计
有100余人接受过他们的资助。
继去年殷树山以个人名义成立
了“爱心基金”后，今年2月，夫妇
俩 又 向 威 海 市 慈 善 总 会 捐 款

10000元成立“刘彩凤 殷树山
爱心基金”，用于做公益事业，帮
助家庭贫困的孩子们。

殷树山说，他和老伴的捐
款都来自两人的退休金、养老
金，还有平时利用空余时间卖
废品的收入，希望自己所做的
一切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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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节能减排项目

社区居民感受
传统吕剧风采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刘洁)

日前，威海东方神韵吕剧团来
到经区凤林社区、高区怡园街道
办，为社区居民举行了《姊妹易
嫁》、《逼婚记》等传统吕剧剧目的
公益演出，每场均有上千名观众
观看演出。

吕剧是山东地方首要剧种，
韵味浓厚，唱腔优美，有故事情节
和教育意义，《姊妹易嫁》故事曾
被载入文学名著《聊斋志异》，后
改为吕剧，情节紧凑，引人入胜，
歌颂了诚信的优良品质。

据悉，目前，威海尚未有专业
吕剧院、剧团，东方神韵吕剧团虽
是业余剧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
排练市民喜爱乐见的剧情，将众多
吕剧剧目送向广大观众。东方神韵
吕剧团中有很多专业剧团退休的
艺术家，年轻新演员努力精进。七
年来，东方神韵吕剧团每年组织下
乡进社区公益演出20多场。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王明德 ) 为保
护好环境，威海财政局今年继
续支持淘汰落后产能，财政资
金坚决不投向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同时安排3450万元引导淘
汰落后产能，培育环保产业。

今年，威海市级财政安排
1 5 0万元，支持淘汰落后铅蓄
电池产能 4万千付安时、落后
印染产能30万米，拆除和淘汰
全部水泥熟料立窑生产线和直
径 3 米 以 下 粉 墨 机 组 ；安 排
1300万元推动工业经济转型，

促进农业生态化，打造2处省
级节能环保产业示范基地，目
前已实施太阳能集热系统等
143个重大节能和循环经济工
程，加快 3个省级以上园区的
循环化改造，21个项目列入国
家、省重点循环经济和资源节

约专项资金扶持计划，11个企
业被评为省循环经济示范单
位，数量居全省首位；安排专
项资金2 0 0 0万元推动全市节
能减排项目，推动环保技术进
步、成果转化、合同能源管理、
重大示范和推广应用。

高高区区国国税税局局奏奏响响便便民民办办税税““三三部部曲曲””
本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王环环 ) 今年以来，高区国税
局以纳税人正当需求为导向，积
极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奏
响“深入调研、促进发展、和谐征
纳”三部曲，让便民春风吹拂高
区大地，温暖广大纳税人。

深 入 调 研 ，奏 响“ 前 奏
曲”——— 今年以来，高区国税局
以实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
切入点，结合实施“扎根工程”，
组织开展了大走访和专题调研
活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近
纳税人，以诚恳的态度多渠道、
全方位地征求意见、建议；一把
手带头走访了10余户重点税源

企业，倾听纳税人的意见建议，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向社会各界
发出意见征求函及调查问卷204
份，召开座谈会4次，走访企业59
户，共征集意见和建议56条；调
研中，既问需于民、更问计于民，
摸清纳税人的所忧所怨，为真正
为纳税人解决一批实际问题、逐
步建立起服务纳税人的长效机
制夯实了基础，为创新便民办税
举措集聚了民智。

促 进 发 展 ，奏 响“ 主 题
曲”——— 在广泛深入走访和调
研的基础上，高区国税局立足
服务的针对性和个性化，开展
税法培训、政策解读和税收辅

导，仅3月24日至28日就举办企
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政策培
训8场；设计印制了“便民服务
卡”，上面有主管税管员联系电
话及监督电话，方便纳税人及
时咨询了解税收政策、预约办
理各项涉税事宜等；修订完善
规章制度19项，新制定3项，废
止不适用制度1 0项；缩减审核
审批环节，优化调查核实程序，
减少涉税事项流程，精心选取5
项涉税事宜前移至办税厅，减
少办税节点，实现服务提速；推
出纳税服务窗口电脑“双屏服
务”方式，将纳税事项的受理流
程展示在纳税人的眼前，提高

办税透明度；拓展税务网站、税
企邮箱、开通“税月人生”微信
平台，及时主动地与纳税人交
流，公开纳税人关心的涉税信
息；为纳税大户开通“午间预
约”服务，为纳税人精心设计了

《纳税人税收业务辅导手册》、
上好“税法知识第一课”……一
系列便民办税组合拳让纳税人
充分感受到高效便捷。

和 谐 征 纳 ，奏 响“ 协 作
曲”——— 探索与新北洋、东兴电
子等7家企业签订了《税收遵从
协议》，推动税企双方达成税收
风险防控共识，提高企业的税法
遵从度，促进双方相互信任、理

解和透明；成立纳税人之家，以
此为平台，邀请纳税人广泛参与
到纳税评估、纳税信用等级评定
等税收管理事项，推进民主办税
和公开办税；推行税企协作风险
防控管理机制，税务机关提前介
入，对发现企业生产经营、纳税
申报方面的异常动态开展纳税
提醒，最大限度帮助企业防范和
化解涉税风险，而不是简单地通
过税务检查方式解决企业出现
的涉税问题。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奏响
了便民利民的协奏之曲，更成为
高区国税局坚持不懈的重要工
作和永无止境的努力方向。

慰问探析
关爱老人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孙丽
娟) 日前，北门外社区联合威海
市国际中学的青年志愿者来到社
区，开展慰问谈心活动，为社区的
老人们送去了关爱与欢乐。

活动现场，威海国际中学的
刘会长代表青年志愿者们表达了
对七旬老人苗宝娣的热切关怀，
祝福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安享晚
年。志愿者们还为老人唱歌、跳
舞，陪老人聊家常，了解他们在生
活上的困难和需求。

威海国际中学的刘会长称，慰
问帮助孤寡老年人已成为该校志
愿者的常态工作，这不仅增强青年
志愿者爱老敬老的意识，而且在校
园内营造了老有所养、有所依的氛
围，深化关爱老人、尊重老人，用实
际行动传递正能量，将尊老敬老的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公益
快闪
10月5日中午，在

山东威海最大商业综
合体——— 九龙城内中
心广场，由山东电视
台组织的国庆公益快
闪活动正在进行，主
题是“爱国、爱家、幸
福快乐”。

公共
晾衣架

10月8日，文昌社
区联系施工单位在辖
区内免费安装了30个
公用晾衣架，晾衣架
全部安装在小区内阳
光充足处。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10月8日是高血压日，日前，
高区桃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组织医
护人员走进社区，为居民免费义
诊送健康，并讲解普及高血压防
治知识，健康膳食，限盐控压，增
强全民的自我保健意识。

记者 许君丽

为让人们享受到便捷的卫生
服务，今年3月，前进社区成立卫
生服务角，3名医护人员长期驻
站，配备常用药品、血压计、血糖
仪。同时，还附有驻站医生的联系
电话，如居民需要可上门为居民
服务。 记者 许君丽

国庆假期，临港区消防安保
监督人员以人员密集、易燃易爆、
劳动密集、“三合一”和“多合一”
场所为重点，突击排查消防控制
室值班人员脱岗、漏岗，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严重堵
塞等违法行为问题。 陈璐

9月27日23时26分，文登葛家
镇于家埠村一新建成鸡棚起火，
起火面积约500平米，文登消防龙
山中队出动10名官兵、两辆水罐
车赶赴现场，24时04分明火被扑
灭，没有人员伤亡。 王德圣

日前，高区东涝台社区党委，
在垛顶山公园举行了纪念革命烈
士于春暄的仪式。于春暄是辛亥
革命的先驱之士，1905年在日本
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是威
海市民主革命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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