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林右旗税务局

融合党建促发展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巴林右旗税
务局按照赤峰市委组织部基层党建融
合发展的思路，牵头成立了巴林右旗
减税降费和综合治税联合党委。联合
党委按照“1+6+N”的组织架构，辐射
带动部分旗直单位、苏木镇（街道）、企
业及嘎查村，围绕减税降费和综合治
税两项重点工作，通过建立“三个链
条”“三项清单”，有序开展“五个一”活
动，将全旗 66 个工作主体凝聚在一
起，形成以联合党委为中心的“党建
链”带动以减税降费为中心的“惠民

链”，促进以综合治税为中心的“收入
链”。

联合党委成立以来，召开成员单
位联席会议 2 次，举行“旗长税课”

“轮值书记讲党课”、全旗经济运行分
析会议、轮值交接会议各 1 次，举办
减税降费政策培训班、减税降费座谈
会、主题书画展等活动 5 次。联合党
委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税务部门和地
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相继被人民网、
新浪网等媒体报道，成为增强纳税
人、缴费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要纽
带。 （刘建飞）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巴林右旗税务局深抓党支
部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主
题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巴林右旗税务局设有 3 个党支部，有
党员 82 人。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支部政治学习、组织生活会、党日活动实
体化开展。加强支部班子组织领导力建
设，支部书记、副书记互为 A、B 岗，支部组
织委员、宣传委员互为 A、B 岗；为支部委
员配备辅助工作的党员，确保支部工作抓
出实效。强化党员教育平台建设，建成新
中国 70 华诞红色记忆展区，展出不同时
期、不同材质毛主席像章、画像及红色物
品原件 300 余件。该展区得到了国家民
委有关领导认可，被巴林右旗委列为全旗
党员学习教育基地。严肃开展支部政治
生活，参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升国旗等
党日活动丰富多彩，教育和引导党员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推进税收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巴林右旗税务局支部建设取得了积
极成果，第二党支部被赤峰市税务局党
委、巴林右旗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有 3 名同志被赤峰市委、赤峰市税务局党
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 名同志被赤峰
市税务局党委、巴林右旗委评为“优秀党
务工作者”。 （刘建飞）

内蒙古水利史上最大节水供水项目
——引绰济辽工程首台 TBM 机在兴安盟始发掘进

内蒙古水利史上规模最大的节水供水项目——
引绰济辽工程，11 月 25 日，兴安盟突泉县永安镇施工
现场迎来了首台 TBM（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草
原吉祥号”在此落户。标志着施工向着难啃的硬岩、
冻土等复杂地貌始发掘进，也表明引绰济辽工程整体
积极推进。伴随着现场喜庆的鞭炮声，“草原吉祥号”
TBM 掘进机像一条巨龙，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缓缓
向前挺进。

内蒙古水利厅副厅长于长剑，兴安盟行署副盟长
张冰宇，内蒙古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兼内蒙古引绰
济辽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阿尔斯楞，兴安盟水利
局，突泉县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引绰济辽工程各参建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各新闻单位记者到现场祝贺。

输水隧洞段采用钻爆法+TBM 联合施工，共投入
使用 5 台 TBM。此次始发掘进的“草原吉祥号”TBM
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主要用于
长、大硬岩隧道施工，可实现隧道及隧道断面一次成
型，集开挖、支护、出渣于一体，机械、电子、液压、激
光、控制等技术于一身，具有安全、高效的性能优势。
设计开挖直径 4.75 米，整机长度约 295 米，整机重量
约 1000 吨，总装机功率约 3300 千瓦，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4 日陆续（零部件）进入现场并交付施工单位
中铁十八局组装调试。正式投入使用后，预计月均掘
进速度可达 600 米。其余 4 台 TBM 预计将于 2020
年陆续进场投入使用，计划用 3 年时间打通长达 46
公里的输水隧洞，确保全线按计划建成通水。

引绰济辽工程是国家“十三五”期间实施的172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自治区一号水利工程，受到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工程总投资 252.16 亿
元，总工期 56 个月。是自治区迄今投资规模最大、施
工范围较大、受益地区较广、施工期较长的水利工程。
引绰济辽工程为大(1)型 I 等工程，主要包括从绰尔河
引水至西辽河，向沿线城市和工业园区供水，结合灌
溉，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工程由文得根水利枢纽和
输水工程两部分组成，输水线路全长 390.3 公里，自北
向南穿越洮儿河、霍林河采用自流输水的方式，涉及兴
安盟、通辽市，最终到达西辽河干流莫力庙水库。其
中，隧道长 183 公里，PCCP 管道长 203.83 公里。该工
程设计平均年调水量 4.54 亿立方米，每年可为沿线灌
区 提 供 灌 溉 用 水 2833 万 立 方 米 ，直 接 受 益 人 口 约
112.79 万人，为缓解内蒙古西辽河流域严重缺水状况，
为蒙东地区实施“水煤组合”战略提供水资源保障，促
进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引绰济辽工程受水范围为通辽市、兴安盟科尔沁区、乌
兰浩特市，两盟市所辖的开鲁县、扎鲁特旗、科左中旗、
科左后旗、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突泉县等 7 个旗(县)城
区以及通辽经济开发区、乌兰浩特工业开发区等 11 个
工业园区。

据悉，引绰济辽工程建成后，对蒙东地区乃至自
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作用，将有效缓解自治区
东部西辽河流域严重缺水状况，对促进兴安盟、通辽
市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改善提升水资源支撑保障能
力，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
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和安全稳定屏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李建国）

国网新城区供电公司

提升安全活动质量
为全面强化一线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国网新城区供电公司安全监察
部从提升班组、供电所安全活动质量
入手，努力营造人人重视安全的良好
氛围。

一是每周通过安监一体化平台
对各班组、供电所下达周安全活动
计划，制定活动主题或传达上级通
报等文件；二是邀请该公司领导定
期到各班组、供电所参加安全活动，

通过现场参与安全学习讨论，有效
保证安全活动的高质量开展；三是
通过安监一体化平台对该公司所辖
各班组、供电所安全活动录音进行
检查，检查各班组、供电所安全活动
开展是否切实有效。

该公司通过提升安全活动内容质
量，进一步促进了安全教育培训向班
组、供电所深入，营造了班组、供电所
员工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的安全氛围。

霍林郭勒市税务局

“三优”服务提升纳税服务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优化地方营商环境，霍

林郭勒市税务局积极筹划、紧抓落
实，以“三优”服务提升纳税服务质
量，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企业“套餐式”服务，打造纳
税人办税新体验。落实优化版新办
企业“套餐式”服务，由纳税人自主确
认需要办理的开办事项；推行注销税
务登记“套餐式”服务，启用《清税注
销综合报告表》，实现办理注销税务
登记纳税人在提供实名办税的前提
下，涉税事项业务表单一次性填报，
多个涉税事项一次性办结。

优化电子税务局推广服务，开启
网上办税新旅程。为打通涉税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纳税人多走网络、
少走马路，实现“网上办税为主、自助
办税为辅、实体办税兜底”的办税新
模式，提升纳税人“互联网+税务”办
税新体验和自助办税获得感，实现

“无需要不进窗口排队”的服务理念。
优化分级分流导税服务，构建导

税辅导新模式。建立专业的导税辅
导团队，提供分级导税服务：一级导
税对纳税人进行业务分类和疏导；二
级导税实现咨询、资料预审、简事易
办；三级导税进行深入辅导，分层级
为纳税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咨询
辅导服务，使纳税人办税实现方式更
灵活、选择更多样。 （孙丽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关于鄂尔多斯市捷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 13 户债权资产包的竞买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已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对鄂尔多斯市捷通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等 13 户债权资产包在淘宝资产处置
平台进行公开竞价（https://zc-paimai.tao-
bao.com），截至竞价期满，仅有一人提交报价，
参与竞价次数为一次。根据相关规定，现补发
竞买公告如下：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

受 理 征 询 或 异 议 有 效 期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个 工 作 日 ，如 有 意 向 竞 买 人 参 与 或 对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对鄂尔多斯市捷通机械设备
有 限 公 司 等 13 户 债 权 资 产 包 在 淘 宝 资 产 处
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联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分行将安排二次公开竞价或异议处理（该资
产包详细情况及竞买公告与规则，请查阅淘
宝 资 产 处 置 平 台, 网 址 https://zc- paimai.
taobao.com。）。若无上述情况，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将与唯一竞价
人成交。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477-8368160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

金霍洛西街 18 号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2019 年 11 月 28 日

捷通机械等 13 户商业化受托资产包
截至基准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鄂托克旗鑫宇煤化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捷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丽达生物制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天骄资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乌审旗蒙清金苑实业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唐老鸭商贸连锁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旭昌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道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万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伊力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凯凯石化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辉环境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合 计

本金余额
81,005,693.44
229,992,099.05
31,821,009.19
24,901,244.05
41,970,000.00
35,480,305.30
36,173,280.99
15,400,000.00
59,749,816.00
40,300,000.00
33,999,486.79
40,850,000.00
34,763,140.86
706,406,075.67

结欠利息
54,897,817.79
139,864,580.18
18,450,133.22
19,946,238.98
34,498,076.54
20,738,159.26
26,621,541.40
12,832,750.50
42,471,494.46
32,756,708.05
28,771,685.18
53,128,665.17
27,346,306.41
512,324,157.14

其他从权利
580,719.98
641,120.50
229,439.11
217,992.00
270,203.96
281,536.00
247,209.76
59,232.00
182,404.95
263,185.15
233,926.02
314,566.08
372,392.00
3,893,927.51

债权金额合计
136,484,231.21
370,497,799.73
50,500,581.52
45,065,475.03
76,738,280.50
56,500,000.56
63,042,032.15
28,291,982.50
102,403,715.41
73,319,893.20
63,005,097.99
94,293,231.25
62,481,839.27
1,222,624,160.32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

近 日 ，公 司 营 销 部 召 开 专 题 会
议，组织开展用电营业大普查工作。

会上，各班组长、专责结合本单
位实际情况轮流发言，明确工作目
标，制定里程碑计划，量化工作任务，
落实责任到人。坚持边检查、边整改
的原则，对查出的各类问题及时进行
消缺整改。充分利用营销信息系统
检索重要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结合

实际筛选高损台区及重点用户，深入
分析窃电存在的根源，采取措施标本
兼治，有序推进普查工作，为营销低
压线损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公司以此次普查为契机，
依据普查成果完善营销项目储备和
计量装置改造计划，厘清计量管理现
状，确保计量装置安装、加封加锁率
100%，计量防窃电整改率 100%。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

全面开展普查工作为线损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提高合同结算完成率，
缓解供应商资金压力，保持良好的营
商环境，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物
资供应分中心采取 3 项措施强化履
约全程监控，优化履约工作。

一是明确物资供应计划。根据从
交货到付款的各个时间节点，提前与项
目单位沟通，了解工程进度，合理安排
交货日期，确保在交货期内完成收货。

二是确保物资到货及时。在做

出发货通知后，及时采取电话等方式
与供应商沟通协调，督促办理好物资
交接单与验收单，确保在交货期内完
成供货。

三是完成入库物资实际资金结
算。按照物资实际入库数据，仔细核
实票据名头、金额、数量，确保无误后
及时完成入账、付款等系统操作，并
跟踪订单付款状态直到付款成功，提
高物资合同结算完成率。

优化履约工作 提升物资合同结算完成率

国家税务总局通辽市科尔沁区税务局积极组织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将主题教育抓
实抓细。

一是以“学”为基。该局科学制定学习计划，明确
任务表、路线图，确保党员每日学习时间，采取个人自
学、领导领学、支部督学、专题党课、现场观摩等方式开
展学习，采取测试、笔记检查、经验交流等方式巩固学
习成果，力促主题教育入心入脑，为党员补思想之

“钙”、固党性之“元”。
二是以“研”为径。该局将主题教育与调查研究有

机结合，以落实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为切入

点，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反映强烈的问题，深入走访辖
区内企业问需问计问策，并就调研结果进行总结提升，
着力提高征管质效、优化纳税服务，让主题教育成为税
务工作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以“查”促改。该局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坚持边
学、边查、边改，全局党员深入开展问题检视，认真进行
自我剖析，积极征求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意见建议，开好
专题组织生活会及民主生活会，持续抓好整改，确保问
题有解决、诉求有回应、短板有提升，将主题教育深耕
细作，抓实抓牢。

（王银波）

通辽市科尔沁区税务局念好“三字经”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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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策划：刘芬

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金桥经济技
术开发区税务局认真贯彻落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通过税企共建、开展红色传统教育等专
题学习教育，提升每一位党员干部的服
务意识，让纳税人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坚定理想信念 勇于担当“抓好党建”

明确“三个到位”，落实党建主体责
任。构建主要领导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抓思想认识到位。细化推进措施，抓工
作落实到位。把党建纳入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体系中，抓督查考核到位。

立足“三个加强”，提高党员综合素
质。加强党务干部培训，促其成为党建

工作的“能工巧匠”。加强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端正入党动机。加强“三新”讲习
所功能发挥，推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做到“三个抓实”，全面推进规范化
建设。抓实党员发展规范化管理，坚持
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抓实党建品
牌化建设，创建“五化”党建品牌，使党
建工作全面达标、全面过硬。抓实党建
工作信息化建设，利用智慧党建云平
台，拓展“互联网+”党建工作领域。

坚定理论学习 自我加压“带好队伍”

自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至今，金
桥税务局党委一班人一直在为“四合”
而不断努力、不断创新。

加强培训，充实和提高了干部职工
的各项技能；完善制度，对标先进，做到
长效机制同步建。推进“数字人事”工
作，促使税务干部消除懒散推诿不作为
的不良风气。开展“岗位练兵”，增强党
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

坚定主动作为 敢闯敢干“收好税费”

金桥税务局党委先后召开党委及
局务会议 11 次，通过成立减税降费临
时党支部、定期下企业调研及通报减税
降费落实成效等具体形式，突出减税降
费的主题工作。对外，局领导带队下企
业调研，及时了解企业困境，确保企业
应享尽享政策红利。对内，组织干部参

加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培训，按时为纳税
人实施减税降费。

坚定真抓实干 高效便捷“做好表率”

个税新政执行、“金三”系统并库和
深化增值税改革以来，办税服务厅严格
执行局领导值班制及股室负责人疑难
问题导税值班制，线下主动加强导税服
务、积极提供延时服务。

新增 4 台自助办税机确保纳税人自
助办税；抽调业务精英组成咨询团队提
供咨询服务。多轮次开展分税种、分行
业专场培训。通过“一对一”辅导的方
式，将政策“点对点”“面对面”地精准推
送到户、精细辅导到位。 （刘世凯）

以党建为引领 提升服务水平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

深入开展计量资产
清查工作

为提升计量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水
平，近期，公司对管辖内的计量资产进一
步开展了专项资产清查治理工作。

公司计量工作人员按照“逐级负责、
全面清查”的原则，成立资产清查专项小
组，严格按照设备资产清查原则开展工
作。一是以实物为准调整设备台账，根据
资产清单，逐项对照资产名称、型号、规
格、数量，做到“账、卡、物”一致；二是对专
变高压用户档案、电能表拆旧照片、计量
现场表计封印记录、计量资产报废手续等
材料进行属实性、完整性核实。

通过此次计量资产清查，有效提升了
该公司营销应用系统的实用性，大幅度减
少了系统中的垃圾和冗余数据，强化了计
量资产标准化管理，为提高资产配发流转
的科学性与计划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巴林右旗税务局

强化支部建设
推进主题教育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工商广登字［2017］018 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