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份数

周晓冬 1280

林凡婷 1040

孙 丽 1010

房 韩 930

梁天宏 840

戴小雨 830

李 泽 810

张 博 780

徐 东 730

林文昊 705

李 毅 700

姜 颖 685

洪浩然 668

周 宇 650

于佳欣 620

姓名 份数

王沐恩 1555

于耀杰 1540

宋子健 1530

崔正宇 1510

林佳诚 1470

姓名 份数

谷卓峰 2850

段佳林 2593

梁 凯 1770

本本报报第第六六届届营营销销秀秀圆圆满满结结束束
300余名小报童参与，30天累计售报129954份，76人获奖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19日，为期30天的本报
第六届暑期营销秀结束。据统
计，两期营销秀共有300多名小
报童参加，30天时间他们售报
近13万份，有76人获各类奖项。

30天的营销秀对小报童来
说，是机遇与挑战，在这个夏天
让自己变得与以往不同。每天

清晨5点多起床，这对孩子们来
说是“第一道坎”，但在信念和
梦想支撑下，无论早起得痛苦
和艰苦，他们都成功迈出了自
我改变的第一步。小报童谷卓
峰的爸爸在作文里讲述，“早晨
5点半，儿子朦胧的双眼还未完
全 睁 开 ，嘴 里 便 被 塞 进 了 早
餐。”其坚毅的品质令人动容。

对小报童来说，营销秀最艰
难的环节是张嘴售报。不少初次
参加的报童不适应，他们起初往
往选择逃避和闪躲，表现羞涩。
但在父母鼓励下，他们勇于走出
第一步，尝到甜头后逐步放开，
更多信心催生了更多勇气，他们

越来越热情、大方。
30天的营销秀让不少孩子

“脱胎换骨”，收获的不仅是物
质奖励，更是精神世界的丰收。
不少家长表示，营销秀让他们
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在孩子身
上发现了以前未曾发现的优秀
品质和闪光点。对此，两期营销
秀冠军谷卓峰的爸爸谷晓理深
有体会，“忆往昔：儿子是“金口
玉牙”，腼腆、羞涩、拘谨、胆怯；
看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
一个坚毅、勇敢、落落大方、能
吃苦耐劳，拥有爱心、信心、细
心、恒心的小小男子汉；展未
来：相信儿子会像海燕一样劈

波斩浪，搏击长空，翱翔在缤彩
纷呈的天地之间！”

据统计，第一期活动累计
售报67638份，第二期活动累计
售报62316份。小报童们发挥水
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大程
度展示风采，让自己的暑期生
活与众不同，别样精彩！

按照奖励政策，两期金、
银、铜奖获得者共47人次，54人
次获得全勤奖(含金、银、铜奖获
得者)。即日起，金奖、银奖奖金
及作文稿费开始发放，请获奖
小报童或家长自行到本报威海
记者站办公室领取，地址：海滨
北路8号环发大厦12楼。

好男儿，当自强！

“耶，暑期营销秀活动终于圆
满结束啦！”傍晚时分，当我把手
中的最后一份报纸递给阿姨时，
心中早已乐开了花。仰天长舒一
口气，竟然发现空气是那么清鲜，
天空是那么明朗。我情不自禁地
哼唱起成龙的《男儿当自强》，以
表示我满心的愉快：“我发奋图
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
自 强 ；热 血 男 儿 汉 ，比 太 阳 更
光……”我迈开大步，伴随着音乐
的节拍，手舞足蹈地回到了家，全
然不顾路人诧异的目光。

当我迫不及待地把喜讯与妈
妈分享时，妈妈的眼睛亮亮地，兴
奋地嚷着：“儿子，真的全卖完了
吗？啊，你真是太棒啦！”她搂住了
我，赞扬声雨点般落到我身上。我
既腼腆又得意扬扬，点头告诉她
确实全部卖完了。她高兴得再次
拥抱了我。今天真是个值得庆贺
的好日子，！我真想高声对全世界
呼喊：“我成功啦！成功的感觉倍
爽！”

我完全陶醉在幸福的海洋
中，妈妈的话在我心中激起涟漪：

“孩子，打算怎么安排你们卖报纸
的钱呢？”我陷入了沉思。“对了，
妈妈，我给你和爸爸买个大榴莲
吧，然后再请你们搓一顿。”看着
妈妈惊喜的神情，我赶紧补充：

“我知道您最爱吃榴莲，但有点
贵，您总舍不得买，所以我要用自
己挣的钱买给你和爸爸吃，以感
谢你们每天起早为我做饭、帮我
插报。”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想
法，妈妈微笑着直点头：“儿子，你
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懂得关心父
母啦！”

得到了妈妈的赞扬与肯定，
我喜上眉梢，小脑袋快速地转动：

“对了，我要自己挣来的钱交学费
和课本费！”我眉飞色舞讲着自己
的计划。“儿子，你自己没有什么
愿望？”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
的脑袋，笑着说：“妈妈，其实我很
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山地自行
车。我想骑着它上学、旅游。” 妈
妈爽朗地笑了：“没问题，明天咱
俩就把山地自行车搬回家。” 我
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欢乐的笑声
久久回荡在那充满浓浓爱意的小
屋。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
侧，难以入眠。古人的话萦绕耳
畔：“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任何人的成功并不是与
生俱来的，都要经过自己的不断
努力与奋斗，还要突破自己，才会
拥有成功的机会，成功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强
吧。

30天的卖报体验对我来说是
一种磨砺，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相信在我自强时，就是我离成功
不远之日。

好男儿，当自强！
城里中学初一八班 谷卓峰

记者 孙丽娟 整理

单万红

有效防范和化解税务稽查
执法风险，是当前税务稽查部
门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前税务稽查执法主要有
以下风险点：选案环节风险点、
检查环节风险点、审理环节风
险点、执行环节风险点、协查环
节风险点。税务稽查执法风险

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
以下几点：由于稽查方法和程
序的不当而引发的风险、由于
稽查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而引发
的风险、由于纳税人自我维权
意识不断增强而引发的风险、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而引发的风险、由于政策因素
引发的风险、由于外部环境干
扰引发的风险。

如何防范税务稽查执法风
险？笔者有以下对策建议：

规范稽查流程。认真做好
查前调查，科学编制检查方案；
推行分类稽查，加强同公安、检
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办案；强
化稽查案件的分级集体审理制
度；严格实行稽查选案、检查、
审理、执行“四分离”制度，严格
执法责任追究。

提升稽查人员素质。加强
稽查人员法制教育，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教育；加强稽查人员
业务培训，实现稽查业务的规
范化操作，抓住稽查工作中容
发生的风险重点部位、薄弱环
节，定期开展风险排查。

建立预警机制。开发税务
稽查执法风险预警防范软件，
对录入的所有税务稽查执法信

息，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整理、
评估处理，对税务稽查执法的
全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动态管
理。

加强管理监督。建立健全
稽查风险防范制度，完善各项
稽查工作制度。建立风险预警
机制。建立案例数据库，为案件
检查提供参考和示范，严格落
实“一案双查”制度。

防防范范税税务务稽稽查查执执法法风风险险的的思思考考

>>>>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宋时梅城事C08 今 日 威 海

金奖

第二期金、银、铜奖

银奖

铜奖

第一期金、银、铜奖

姓名 份数

于智超 1983

林文昊 1670

王宇轩 1634

刘卉卉 1460

孙 丽 1440

姓名 份数

谷卓峰 3760

段佳林 3280

李 泽 2550

金奖

银奖

铜奖

姓名 份数

周晓冬 1430

石玮纯 1190

梁天宏 1120

张雨鑫 956

郭阳 860

宋翔宇 858

张浩鹏 794

张本超 790

董昭杰 760

刘海川 745

姜守哲 710

姜越峰 700

梁 凯 690

崔正宇 670

宫瑞洁 670

田浩宇 670

记者 孙丽娟 整理记者 孙丽娟 整理

寨 子 梁天宏 周晓冬 高业栋

初籽宏 段佳林 崔正宇 孙 丽

刘海川 李 毅 王奕丹 刘 昊

李奕璇 李 菡 李春亿 梁佳慧

张同闯 孙振亚 邹众城 徐 东

刘倩妤 丛喆龙 郑 晗 刁文煜

胡钟欣 曹显斌 纪 昊 田浩宇

李健智 张浩鹏 汽车站 汤翰林

华 联 曲炳安 梁 凯 竹岛大润发

谷卓峰 刘延妍 孟孙裕翔 宋子健

谷卓恒 利 群 张弘沁 郑小博

孙盈盈 苗铕原 于佳欣 孔佳美

张玉朝 宋翔宇 宫瑞洁 王子瑞

李英文 杨 林 李嘉慧 林文昊

王慧宇 王月瑢 赵怡明

本周五

获奖者游西霞口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 今年第六届暑期营销秀活
动正式落幕，76名小报童脱颖而
出，获得各大奖项。本周五 ( 2 1
日)，本报邀请获奖小报童赴西霞
口野生动物园免费一日游。

按照奖励政策，获金奖、银
奖、铜奖和全勤奖的小报童，均可
免费参加西霞口一日游。本周五
(21日)，所有获奖小报童统一乘
大巴车前往西霞口野生动物园，
所需的交通费、景区门票费、导游
费、餐费均由本报承担。

集合时间：周五早晨7点整；
集合地点：鲸园小学对面的停车
场。请准时到规定地点集合，大巴
车将于7：30准时发车，过时不候。
其他未尽事宜，将由本报工作人
员电话通知，请各获奖的小报童
和家长的电话保持畅通。

全勤奖名单

小报童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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