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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包头市东河区税务局紧紧围绕“突出确保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的主题，主动提升站位，采取实打
实、硬碰硬的举措，全面优化纳税服务，确保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落实落细。

一是健全组织抓保障。成立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
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责任
部门定期汇报，全面实施动态管理，搭建高效顺畅的工作
体系，全局上下形成减税降费工作合力，确保取得实效。

二是强化渠道抓宣传。设立咨询台，组织业务骨干
及时准确为纳税人和缴费人提供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咨询
解答。通过重点税源企业走访、送政策上门、召开税企座

谈会等活动，“面对面”“一对一”的宣传辅导，不断加大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推送力度。

三是便民春风抓服务。以“新税务·新服务”为主题，
以实施减税降费为主线，进一步简化程序，对已经出台的
政策逐项梳理、分析核对，做好政策对接，竭力提高减免
税办理效率，全面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

四是快速反应抓落实。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与纳税
人满意度调查相结合，积极走访纳税人，进一步拓展征纳
沟通渠道，增进征纳理解互信，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对纳税
人遇到的各类问题努力做到随时解答，为纳税人提供优
质、高效的办税服务。 (王红霞)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推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宁城县税务局坚持健全减税降费工作体系，持续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确保纳税人和缴费人尽享改革红利。

勤修内功，夯实工作基础。建立了体系严密、责任清
晰的领导机构，将工作职责划分为政策执行、征收管理、
统计核算、督察督办、服务宣传五个工作组织，制发减税
降费工作方案和宣传方案。制定了信息报送制度和问题
收集解决机制，对于征管一线发现的政策性、系统操作性
问题，做好处理和收集上报工作，并将具有指导意义的做
法和工作经验及时通报。设立减税降费集中工作地点、
配备办公设施，明确工作人员岗位分工，全力确保减税降
费工作顺畅运转。

外树形象，提升纳服质效。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减税
降费专岗专办窗口，及时处理纳税人遇到的各类问题；持
续扩大宣传培训范围，在采用发放宣传册、面对面辅导等
方式广泛宣传的同时，通过纳税人讲堂进行深入辅导。
累计组织纳税人参加各类减税降费视频培训6400余人
次；制发宣传单册、海报7000余份；通过纳税辅导微信
群、QQ群等新媒体途径推送减免税政策130余次，7000
多人次接收到信息推送，实现了宣传培训全覆盖。

截至5月底，该局约有7665户纳税人能够享受到普
惠型减免税政策，受惠面达66.44%，预计全年落实普惠
型减免4180万元。 （张羽腾）

宁城县税务局“内外兼修”力促减税降费

今年以来，宁城县税务局积极引领税收新常态，牢固
树立依法治税理念，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多措并举着
力推进法治税务机关建设。

该局始终把坚持依法治税、推进依法行政摆在重要
位置，持续强化监督制约，对于每一起行政处罚案件，均
严格按照税务行政处罚规定标准执行，告知纳税人享有
的权利，尊重纳税人陈述申辩权。不断加大专项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偷、逃、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针对薄弱环节
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质效，全力解决纳税
人的堵点、难点问题。并以创新法治教育形式为抓手，同
宁城县司法局共建了“普法教育示范基地”，着力打造以

“一厅、一廊、一屏、一栏”为核心的税务法治宣传阵地，有
效提升了全体税干及纳税人的法治意识，多管齐下推进
辖区内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的进一步提升。

同时，该局高度重视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印发了
《学法用法工作实施方案》，制定依法行政知识培训计划，
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在全局范围内形成懂法、用法、
规范执法的工作氛围。目前，宁城县税务局已通过国家
司法考试并取得律师资格证7人，注册会计师1人，在赤
峰市税务局、赤峰市司法局备案的公职律师3人，在全市
税务系统中位于前列。

（张羽腾）

宁城县税务局多措并举推进法治税务机关建设

“国家有爱，爱从何来，减税降费为人民，处处显关
怀，改革红利共同分享，轻装上阵，落地生根，走进新
时代……”伴随着洪亮悦耳的歌声，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和林格尔县税务局第三党支部开展了“主题党日+
唱响减税降费歌曲《国家有爱》”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各
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实让纳税人享
受政策红利，和林格尔县税务局以党建为引领，在减
税降费政策宣传方式上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索，特由

党总支书记郑宏作词、第三党支部组织人员谱曲，创
作完成了减税降费歌曲《国家有爱》。大家利用业余
时间学唱歌曲，并在主题党日活动上进行了演唱，声
情并茂地唱出了减税降费的利好政策，和国家有爱的
博大情怀。

随后，和林格尔县税务局第三党支部与第一税务分
局联合开展了“以歌宣税”活动。税务干部在办税服务
厅传唱歌曲《国家有爱》，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广
大纳税人和缴费人切实体会到党和国家惠民利企、体恤
民生的政策关怀。

国家税务总局和林格尔县税务局
自编自导录制减税降费歌曲《国家有爱》

近日，在国家税务总局通辽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迎来新
能源办税小高潮，其中奈曼旗城运公交有限公司共办理了新
能源汽车14辆，负责人高占刚由衷的说道：“感谢税务局推
出的一体化绿色办税模式，让我们享受到了快捷、高效、细
致、周到的办税服务。”

据了解，从2016年实施新能源税收减免政策至今，购买
新能源汽车一直免征车辆购置税，其中涉及到的免税新能源
车辆以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为主。目
前该市已增新能源车型23种，其中客车类型10种，轿车类型
12种，专用汽车1种。特别是2018年以来，新能源汽车购买
量快速增长，新增车辆数为之前总合的2倍左右。截至目

前，通辽市税务局共为247辆新能源汽车办理减免税业务，
减免税额达509.9万元。今年1-5月，为34辆新能源汽车办
理减免税业务，减免税68.94万元，约占今年车辆购置税总收
入的8.9%。

为方便新能源汽车纳税人缴税，通辽市税务局不断优化
税收服务，积极落实领导值班制度，并实行现场办公，当场解
决疑难问题,化解征纳矛盾。开辟专人专门“绿色通道”，打
造“咨询导税、窗口受理、集中办理”为一体的绿色办税服务
模式。定期与汽车4S店联合开展摸底清查，与交警部门召
开信息交换共享工作协调会，进一步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
导该市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 （张丹丹）

绿色办税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将于2019年6月
18日9时至2019年6月18日17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鄂尔多斯市宏业生态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截至2019年4月30日，我公司持有的
鄂尔多斯市宏业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本
息合计33,953,900.00元，其中本金14,000,000.00元，
利息 6,900,800.00 元,罚息 2,292,700.00 元，复利 1,
311,700.00元，违约金9,448,700.00元。

二、公告有效期限：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含发布日）止。

三、竞买规则：竞买起拍价：14,200,000.00元，保证
金：2,200,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00元/次，请意
向购买者自行前往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
价网络平台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四、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
人与担保人的关联方、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因不符
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意向购买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所提供资料或信息仅供参考。咨
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日起至2019年 6月
17日17时止接受咨询，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前往“长
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现场办公地址咨询。

咨询电话：张女士 0471-6903982
海先生 0471-6908203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
广场8号楼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6月1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鄂尔多斯市宏业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本报6月 12日讯 （记者 苏永
生）记者从自治区民委获悉，2019年，
中央及自治区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6.59亿元。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
自治区民委今年分别向全区31个国家
级贫困旗县和26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
下达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3.22 亿元和
1.66亿元，占全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总

额的74.05%。
据了解，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之年，全区民委系统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要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
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
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指示精神，自治区
民委始终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以自治旗、边境旗市、牧业旗
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旗市作为脱贫攻
坚主战场，以解决少数民族聚居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瓶颈为导向，把
握脱贫攻坚正确方向，确保目标不
变、靶心不散，聚力解决这些地区绝
对贫困问题，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
不愁、三保障”，助力自治区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

6.59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 康
丽娜）记者从6月11日召开的自治
区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厅际联
席会议上获悉，自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全区查处虚假宣传、违法广告、
无证经营、制假售假及其他涉及“保
健”市场的案件共计104件，已结案
49件，罚没款70.14万元，累计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90.94万元。

据统计，自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
来，全区共出动检查人员3.02万人次，
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4330个，检查宾馆、酒店等重点场所
6299个，检查“保健”类店铺1.78万个
（次），检查旅游景区、农村集市、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区域2134个，约谈重点企
业累计898次，开展协作执法357次，
清理网络虚假信息228条，注销关停

“权健”店铺135家。通过一段时间的
联合整治，基本形成了分工明确、协调
有序的工作机制，营造了广泛参与、群
众支持的宣传阵势，查办了一批“保健”
市场违法违规案件，“保健”市场乱象得
到遏制，整治取得了明显效果。

我区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本报记者 赵丹

提起刺绣，人们容易想起江南水乡的
绣娘。一根针，绣出了满是江南秀色的山
水田园。在内蒙古大草原，巧手绣娘们用
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已经闯出了一条文化
扶贫的致富路。

近日，兴安盟科右中旗被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之
乡”，并同意在当地建立“中国蒙古族刺绣
文化传承保护基地”。这一喜讯，让王府刺
绣的绣娘们倍感振奋。

在深圳文博会上，王府刺绣的绣娘让
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参展商和四面八方的
观众开了眼界。这门起源于清代的技艺，
做工细腻、独到，讲究针法及纹路，艺术地
展示出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再现了科尔沁
文化的精粹。王府刺绣通过与深圳非遗
生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已
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为了传承好这门手艺，同时让贫困户
通过产业技能摆脱贫困，2016年以来，旗
里从精准扶贫出发，通过“集中培训、上门
辅导、手把手教授”，在全旗推广刺绣。“旗
里免费为贫困户发放刺绣工具和原料，定
期举办刺绣培训班，还建起了王府刺绣文
化博物馆。”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府刺绣产业推进组负责人白晶莹说。

近年来，科右中旗积极挖掘、传承和
发展蒙古族传统刺绣艺术，成立了专题性

博物馆和规模化产业发展基地，成为蒙古
族妇女“居家就业、巧手致富”的优秀范例
与政府主导的“文化扶贫、脱贫攻坚”的生
动实践。截至目前，在全旗173个嘎查集
中举办刺绣培训班100期，共培训绣工
1.47万人次。目前，全旗从事蒙古刺绣的
农牧民及居民超过2.1万人，已实现1000
万元的产销收入。2018年，王府刺绣销售
额达825万元。

刺绣，蒙古语为“嗒塔戈玛拉”。蒙
古族刺绣以彩色丝线、棉线、驼绒线、牛
筋、马尾鬃等绣线为主，通过绣、帖、堆、
剁等技法在绸、布、羊毛毡、牛皮等上面
绣出各种美丽图案，刺绣过程中讲究构
图均匀、整齐、连贯、协调。2009年，蒙
古族刺绣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目录》。

刺绣，改变了扎鲁特旗黄河图嘎查建
档立卡贫困户包玉兰的生活。包玉兰从
17岁开始跟着母亲学刺绣，现在通过嘎查
的合作社卖绣品增加了收入。黄河图嘎
查有109名妇女，会刺绣的有60余名。该
嘎查于2018年8月成立了扎鲁特旗斡伦

手工艺专业合作社，总投资13.5万元。合
作社现有社员3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人。30余名绣娘共制作了600余件蒙
古袍和各类产品，通过村部展销、网上批发
零售等形式出售，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
年底将分红6500元以上。

通过“协会下订单、绣工接订单、计件
算收入”模式，内蒙古的绣娘们已经探索出
一条精准扶贫的产业化发展路子。

在深圳文博会上，宁城御绣轩手工制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和平忙着和各地客
商洽谈，第一天就签了5180万元的合作
协议。客商们喜欢契丹御绣工艺品画、双
面绣屏风、双面绣台屏、双面绣宫扇、虎头
鞋，一件件绣品都是1000多年前游牧民
族的手工技艺，每一个订单都是一个个贫
困户脱贫的希望。

针线飞舞间造就的精美绣品、色彩强
烈的民族元素让内蒙古的民族刺绣大
放异彩。而我区的蒙古族绣娘们，正探
索着一条越来越宽广的文化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的道路，靠一双巧手编织着自
己的梦想。

巧手绣娘让梦想“开花”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 霍
晓庆）近日，记者从自治区退役军人事
务厅获悉，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有
关要求，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已
经与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等10家银行及内蒙古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进行了对接，建
立了沟通协商机制。这些机构分
别推出了退役军人专属银行卡、设
立专门窗口、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等金融服务，进一步营造爱国拥
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据了解，各盟市、旗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也正在与本级协议银行及农村
信用社、农商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
目前，各家机构已经按照协议内容，
在营业网点设立专门窗口，在明显位

置张贴军人、退役军人优先标识。6
月1日起，部分银行已经凭军官证、
士兵证、退役证、优待证等有效证件，
为优抚对象办理专属银行卡业务。
邮储银行发布《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六条》行动举措，内容涵盖保证信
贷额度、实施基准利率、建立专业团
队、简化审批流程、设立绿色通道、实
施精准扶贫，目前乌兰察布分行发放
2笔退役军人个人贷款，金额47万
元。中国银行已经发行退役军人专
属借记卡，免收卡年费、工本费、小额
账户管理费、行内和跨行转账手续费
等。工商银行不仅推出拥军优抚卡，
还对持卡的优抚对象推出“随军行”退
役优抚服务和专属金融产品，其中包
括专属投资理财类产品、退役军人个
人住房贷款和创业贷款、退役军人保
险等产品。

我区退役军人享受专属金融服务
本报包头6月12日电 （记者 格日勒

图）6月11日，为期3天的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酒店服务赛事在包头市香格
里拉大酒店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共36支代表队、71个院校、142
名选手参加本届比赛。

本报兴安6月12日电 （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6月12日，乌兰浩特——武汉直飞航线
首航仪式在乌兰浩特机场举行。此次新航线的
启动，不仅缩短了兴安盟到武汉市2000多公里的
距离，更为草原与长江牵手开通了一条快速便捷
的坦途。据了解，该航线由华夏航空公司执飞。

本报呼伦贝尔6月12日电 呼伦贝尔市
公安局日前与滴滴出行签署合作协议，依托各自
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等优势，开展警企合作，进
一步加强了对网约车的安全管理。此次合作以
互联网科技和“大数据”应用为支撑，公安机关在
治安、交通、法律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创新社会
管理合作。滴滴公司在扫黑除恶、治安防范、交
通安全等社会化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协助，促
进互联网群防群治工作。 （张洪佳）

本报乌兰察布6月12日电 近日，随着化
德县部分31.807MWp光伏扶贫村级电站的并
网发电，该工程总投资1233万元，是化德供电分
局配合当地政府实施精准扶贫建设的一项重要
工程。 （杨博宇）

本报鄂尔多斯6月12日电 近日，鄂托克
旗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刑警、网安、情报、经侦等
部门破获一起网站开设赌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冻结涉案资金150多万元。 （丁嘉蕊）

本报包头6月12日电 近日，自治区法
院系统首家涉诉信访化解中心在达茂旗人民
法院立案信访大厅挂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

“专群结合、全域化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
式。 （新朱日嘎）

本报乌兰察布6月12日电 为发扬中华民
族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近日，察右
后旗供电分局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组织开展

“博爱一日捐”活动。活动中，该局全体干部职工
积极响应，共捐款1.81万元。 （杜海峰）

欢聚沙漠那达慕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沙漠那达慕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境内的宝古图沙漠中举行，活动包括了赛马、赛驼、搏克等蒙古

族传统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