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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保保自自助助系系统统完完成成缴缴费费33..55万万笔笔
今年累计收缴2 . 5亿元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孙璐) 为提升
征缴服务能力，减轻经办压力，
方便市民缴费，今年，威海市重
点推行档案托管人员和居民医
保自助缴费模式，全市已投放
500台设备。目前，共完成自助缴
费3 . 5万笔，累计收缴2 . 5亿元，
全面推进了扩面征缴工作的开
展。

今年，威海市加快了社保自
助设备的推广工作，加大了系统
各项社保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力
度，并启动了档案托管人员和居
民医保自助缴费功能。目前，全
市已投放500台设备，同步加强
设备的动态管理，初步构建起柜
台、网络、自助三位一体的经办
服务新模式，进一步完善了缴费
基数网上申报稽核服务系统，大

大减轻了用人单位的事务性负
担，用人单位申报率同比提高了
近20%。

据了解，威海市优化档案
托管人员网上申报缴费系统，
重点推行了档案托管人员和居
民医保自助缴费模式，通过合
理投放设备、制作操作指南、安
排专人示范指导等措施，极大
地调动了参保人员的缴费积极

性。目前，共完成自助缴费 3 . 5
万笔，累计收缴2 . 5亿元，取得
了减轻经办压力和方便市民的
双赢效果，全面推进了扩面征
缴工作的开展。

截止到今年10月底，威海全
市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到106 . 4万人、91万人、53 . 9万
人、69 . 3万人和57 . 7万人。

清清雪雪
8日，市区的环卫工人正在

清扫积雪。日前，市区普遍降雪，
为了防止路面结冰，确保交通畅
通，环卫工分散在城市的各个道
路，冒着严寒为车辆和行人清出
安全通道。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环翠在职员工

信息采集将结束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刘昌鹏 ) 记者从
环翠区人社局获悉，该区在职员
工信息采集截止今年底结束，未
完成企业尽快办理，以免因信息
不准确导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截至目前，环翠区绝大部分
企业已完成社保信息采集工作，
还有少数未完成的企业。在此，工
作人员提醒，请务必在本月底前
将所在单位在职人员进行信息采
集的系统录入，以免因信息不准
确导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环翠
区 社 保 信 息 采 集 咨 询 电 话 ：
15763110977。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张桥飞 宋莉)

今年1-11月，全市入库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33038万元，同比增
长119 . 59%，收入规模和增幅均
创历史最高。

今年以来，威海市国税局以
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为主线，以风
险管理为导向强化跨境税源管
理，非居民税收征管水平有效提
升。据了解，该局向全市发生非
居民税收扣缴义务较为频繁的

63户企业举办非居民税收政策
解读班，整理编写 1 万余字的

《扣缴义务人涉税业务手册》。
该局还通过多方采集税收

征管、媒体网络信息，结合对外
支付税务备案管理，强化对居民

企业发生非居民涉税业务活动
的日常管理监控，实现非居民税
源多层次、全方位控管。截至目
前，通过专项检查，威海市国税
局共查补15户非居民企业应缴
所得税901 . 77万元。

全全市市非非居居民民税税收收收收入入创创新新高高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栾频 孙芳)

日前，2014中国桃红葡萄酒挑
战赛在北京举行，乳山台依湖国
际酒庄生态文化区的葡萄酒斩
获金玫瑰奖，该奖项属于国内葡
萄酒行业中重要的赛事。

由台依湖集团投资建设，总
投资30亿元、占地30000亩的台
依湖国际酒庄生态文化区，依乳
山台依湖而建，以葡萄酒文化为

主题，是一处集葡萄种植与酿
造、度假与旅游于一体的综合
体。乳山台依湖国际酒庄生态文
化区负责人陈春萌说，台依湖桃
红葡萄酒能与知名酒庄王朝、长
城等齐名，同获“金玫瑰奖”，这
得益于酒庄所在地拥有优越的
自然环境。

2013年，陈春萌种植在台
依湖畔的第一批自酿葡萄酒问
世，世界著名酒庄拉菲中信酒庄

前首席酿酒师热拉尔·高林饮之
赞不绝口———“果香浓郁，口感
独特，好酒！”随后，台依湖国际
酒庄文化区又研发了贵人香干
白葡萄酒、品丽珠干红葡萄酒、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品丽珠桃红
干酒、品丽珠桃红葡萄酒 (甜
型)、赤霞珠桃红葡萄酒(甜型)
等单品。

10年内，建设300个酒庄，
将台依湖打造成国内最大、最具

特色的酒庄群生态园区，这是陈
春萌正在打造的葡萄王国梦想。

“目前，在建酒庄有8个，其中零
零柒酒庄已投入运营，玛尔戈酒
庄等有望在2015年投入使用。
每个酒庄均融入葡萄的种植、酿
造、休闲旅游及科普文化、采摘
体验等产业链，使每个酒庄都成
为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和旅游
产品，打造独具特色的国际酒庄
文化区。”陈春萌介绍。

台台依依湖湖桃桃红红葡葡萄萄酒酒斩斩获获金金玫玫瑰瑰奖奖

威海经区国税局纳税服务
科，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充
满青春活力的团队于2014年11
月28日被山东省创建青年文明
号活动组委会授予“山东省青年
文明号示范集体”称号，也是全省
国税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与此同时，纳税服务科科长陈春
华也获得“山东省青年文明号20
年突出贡献个人”称谓。

经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承载
着全区7000多户纳税人的日常
繁杂业务，这要求团队成员要有
饱满的精神状态、娴熟的业务技
能以及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信
念来支撑。为此，该局通过开展一
系列活动，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
的服务团队。

开展亮身份、展风采活动，统
一标准规范。在大厅的醒目位置，
悬挂了“青年文明号”牌匾和“唱
响文明号 建功中国梦”条幅；大
厅的导税台上长期摆放着统一的

“青年文明号服务卡、承诺卡、监
督卡”，公告栏上、监督台里、走栏
里、胸卡上、统一青年文明号号
徽。同时，建立电子册，将青年文
明号标识、姓名、岗位、个人理念
等充分地向纳税人展示，自觉接
受纳税人监督。

开展各类培训、练兵，提升团
队业务素质。年初，制定《青年干
部竞赛》、《实战能力培训》等制
度，以春训活动为契机，全面拉开
旨在提升业务能力的培训活动序
幕。先后开展以强带弱、师徒结

对、岗位技能大比武等培训活动。
参加省、市局举办的山东省百万
青工岗位大练兵、青年岗位能手
业务竞赛等各类培训班30余期，
培训青年60余人次。青年文明号
团队每人均获得本科以上文凭。

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营造良
性竞争氛围。对业务能手、岗位标
兵等骨干在绩效考核中予以奖
励，并在竞争上岗中予以酌情加
分，充分调动青年团员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通过业务上创先、服务
上争优，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先后涌
现出“青年岗位能手”3人，“三
八”红旗手2人，“巾帼建功标兵”
1人，受各级党委、政府、省、市局
表彰人员16人次。

积极投身扶贫帮困和志愿服
务活动，不断拓展青年文明号建
设的内涵和外延。青年团员自发
组织开展济困助学活动，与泊于
中小学22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
的同学结成帮扶对子，现场为其
捐助6600元以及书、本、笔等学
习用品；积极参与“红色关爱”、社
区共建等公益活动，为区内老党
员送去大米、花生油等生活用品，
为老人送去温暖；先后投入资金
10万元，为泊于镇河北吴家村硬
化水泥路面 6000米，粉刷房屋
28000平方米；为桥头镇61名贫
困老人捐款12200元。

青年文明号成员充分发扬
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优良传
统，展现国税干部的社会责任。

在青年文明号带领下，全局干部
素质大幅提升，有两名同志获得
省局“三百佳能手”称号；1人获
得注册税务师资格；6人取得中
级会计资格；22人次进入总局、
省局以及市局专业人才库，占总
人数的25 . 6%，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同时，经区国税形象显著
提升。自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以
来，该局纳税服务满意率始终高
达98%以上，连续5年在经区行
风评议中获得第一名；先后获得
全国创建文明行业示范点、全国
职工职业道德建设百佳班组、全
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巾帼文
明岗”、全省国税系统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张广杰)

经经区区国国税税荣荣膺膺省省青青年年文文明明号号示示范范

环翠区审计局

完成异地审计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戚宏杰) 日前，环
翠区审计局根据上级部署，选派
4名审计人员异地参加了全国土
地出让收支和耕地保护情况项目
审计工作。经参审人员两个多月
的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全国性的
土地审计任务。

为确保审计项目质量，环翠
区审计局对审计干部进行专题培
训，系统讲解土地规划、审批、征
收、储备、供应和相关政策知识。
在异地现场审计实施阶段，环翠
区审计局积极收集土地审计中的
常见问题与方法等相关信息和资
料，第一时间反馈给参审人员。

荣成国税获评

廉政文化示范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乔伟) 日前，荣成市

国家税务局被威海市纪委命名为
市第一批“廉政文化示范点”。

该局通过定期组织开展廉政
专题讲座、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专题教育活
动，用教育宣廉；设立廉政文化展
室，搭建廉政文化长廊，用环境警
廉；定期组织开展廉政文化书法、
绘画、摄影创作、剪纸、唱廉政歌
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用文艺养
廉；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贫困户家
中开展扶危帮困活动，寓“思廉”
于“扶贫帮困”之中，用扶贫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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