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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建设

本报讯（记者 苗嘉诚）“万
万没想到现在税务大厅服务这
么周到、办税这么快捷，原本几
天才能办好的房产交易过户手
续，现在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
成！太感激你们了，为税务网络
办税点赞！”日前，专程给西安市
第二税务分局的殷小波、董茜云
送来锦旗的纳税人杨晶晶激动
地告诉记者。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购
房是人生大事。我想着需要排

队等号，人多一天办理不完。没
想到，大厅的税务干部热情地现
场手把手耐心指导，在新上线的
手机版不动产交易办税功能中，
办理房产交易申报缴税仅需要
几分钟时间，让我感受到了税务
部门的服务温度，网络办税的快
捷便利！”杨晶晶切身体会到了
让数据多跑路，让纳税人最多跑
一次办理房屋缴税过户手续的
便利。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

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宋晓亮
介绍：“纳税人进行房产交易可
通过陕西税务电子税务局PC端
或者微信公众号申报缴税，经过
在线身份实名认证、房产信息核
对、婚姻状况校验、房屋套数比
对等环节，充分利用部门信息共
享数据，实现纳税申报免填单、
税款缴纳手机付，电子完税凭证
随时下载打印的功能。纳税人
可在3分钟之内完成申报、缴税、
打印完税凭证等所有税务业务，

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联等多种
缴税方法。”

据了解，今年8月我省税务
部门在西安市率先上线不动产
交易网上办税业务，其他地市分
批上线，计划今年年底前全省范
围实现不动产交易涉税业务可
以直接通过电脑端电子税务局、
手机微信等途径直接缴税，不用
排队等号、不用跑路复印资料，
真正实现“房产交易办税 24小
时不打烊”。

“减的力度
让人没想到！”
留抵退税为西咸新区
新能源企业解忧

“谢谢你们的关心和辅导，2665
万元留抵退税款快速到账，解决了
资金难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非常
重要，我们公司一定会利用好此次
退税资金，加快项目建设，为沣西经
济发展添砖加瓦。”近日，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薛桂华在电话中对税务人员连连
致谢。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是一家热力生产和供应企业，成立
于2014年6月。公司积极践行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为整个新城提供节能环保
低碳高效的综合能源服务。由于公司
目前在建项目较多，正在投产引进新设
备、建设新厂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资
金压力。

国家税务总局西咸新区沣西新城
税务局通过对享受留抵退税政策纳税
人条件筛选，发现沣西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2020年增值税留抵税额增长情况符
合增量留抵退税优惠政策条件。为确
保企业尽快享受到政策红利，税政一科
针对企业经营情况，重点辅导增量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专人全跟踪办理，为其开
通留抵退税办理“快速通道”，加快审批
速度。

“没想到留抵退税这么快，感谢国
家减税降费，也感谢咱税务局工作人员
的尽心尽职，让我们第一时间享受了减
税红利，盘活了资金，对我们企业帮助
很大。截至目前，为我们企业共办理退
税6223万元，这是我们企业意想不到
的减税力度，为我们解决了难题。”薛桂
华欣慰地说。

侯贝王孟利本报记者郑唯舒

近日，西安市长安区南洋迪
克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厂房中
机器声轰鸣，十几名身着工装的
工人在各自的优选锯流水线上
忙碌着。伴随着该企业新产品
上线，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长安
区税务局为该企业减免的
170.08 万元税费也于前期到
账。长安区税务局利用税务内
部做“加法”，为企业做“减法”的
方式，实现减免税费流程全程网
上办理，方便快捷的办税服务为
企业复工复产、升级转型争取了
宝贵时间。

在整个行业的寒冬里，南洋
迪克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积极探
索转型之路，他们采取大数据营
销、网上直播引流、线下门店销
售、升级产品等方式，扭转了一

季度下滑的趋势，上半年经营销
售额度与去年基本持平。

“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刻，
长安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的
工作人员为我们带来了好消
息，近 200万元的税费减免对
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办
税过程中双方‘零接触’，全程
网上办理，这样高效快捷的服
务为企业转型升级争取了宝
贵时间，帮助我们在复工复产
过程中渡过难关。”南洋迪克
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魏亚娟说。

在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落实
国家“六稳”“六保”政策的过程
中，长安区税务局对内采取加服
务、加责任、加督导、加考核等措
施，保证国家减税政策落实落

细；对外，用减流程、减事项、减
表单、减资料等方式减少企业负
担。在这一加一减中，既提升了
行政效率，又减少了对企业不必
要的打扰，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复工复产中。目前已全
面恢复“元气”的南洋迪克家具

有限公司也于今年推出全新“气
质”和“造极PRO”系列。在8月
18日的深圳家具展会上，“气质”
系列的招商大获成功，为该企业

“深耕西安、布局全国”的发展模
式增添动力。
文/图牛犇本报记者郑唯舒

税务“加减”法助力家具业升级转型

纳税服务有温度
省税务局不动产交易网上办税24小时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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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今
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
行压力，安康市金融工作以金融
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突出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着力加大
信贷投放，全力提升金融服务，严
格控制金融风险，为疫情防控、稳
增长保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截
至7月底，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6.56亿

元，较年初增加46.47亿元，同比
增加62.64亿元。”安康市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张涛在9月15日下
午安康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据张涛介绍，安康市金融工
作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事业
单位名单》三批共计200家企业，
各银行机构向名单内企业发放贷
款42.2亿元。为安康市生猪产

业龙头阳晨集团协调发放2950
万元无还本续贷和1.5亿元生猪
产业链专项贷款，目前已全部落
实。引导金融机构定制适合毛绒
玩具企业的金融产品，推进出口
型毛绒玩具企业与中国进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陕西分公司、各银行
机构开展三方合作，降低企业融
资门槛和融资成本。积极推进
旬阳水电站等省级重点项目与
陕西君成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融资需求对接。
另据了解，安康市金融工作

办公室挑选业务知识全面、工作
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业务骨干
担任企业金融顾问，按照“结对
包抓、责任到人”的方式，重点解
决政、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及时向中小微企业送政策、送服
务、送产品，充分了解企业困难
和需求，积极指导企业规范财务
管理，提高资金风险抵抗能力。

本报安康讯（张昊 记者
吴琛）9月 15日，安康汉滨区

“消费扶贫月”活动启动仪式
暨扶贫产品采购活动在城区
中心广场举行，全区 27 个镇
（办）170余家企业精心选择了

粉条、辣椒酱、土蜂蜜、豆腐
乳、茶叶、核桃油等 300余种特
色农副产品进行展示售卖，5
家毛绒玩具企业生产的上百
种毛绒玩具也在现场亮相。

启动仪式上，消费扶贫采

购方代表发起了消费扶贫倡
议，扶贫产品供应方代表、汉
滨区供销电商有限公司负责人
作了产品质量和带贫益贫承
诺，15家中央、省、市、区帮扶单
位与帮扶贫困村签订了直购

直销协议，5家区域对口帮扶
单位与扶贫企业签订了团购
团销协议，5家爱心企业与扶
贫产品生产基地签订了统购
统销协议，签约金额达 2140
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眼看
中秋、国庆临近，如何抓住节
点，推动职工消费扶贫工作再
上新台阶？9月 15日，全省职
工消费扶贫推进会在陕西国防
工会召开。

近日，一款由五种扶贫产品
组成的中秋大礼包在陕西工会
消费扶贫采购平台上卖出了近
1.5万件。记者了解到，该平台
自7月22日启动运行以来，累计
注册采购单位 1797家，采购扶

贫产品金额3140.2万元。其中
9月10日推出的中秋节礼包目
前订单已达899.7万元。

记者从推进会上获悉，下一
步，省总工会本级将投入专项经
费，同时向全省职工发放工会会

员服务卡，通过市场化资金支
持，对消费扶贫商城产品进行价
格补贴，加上龙头企业集中采购
竞价，最终形成三重价格优势，
充分调动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
群众参与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谢斌）“有了这些化肥，
大家伙再也不愁了。”当满载化肥的卡车
停到了村委会院子里时，永寿县永平镇永
合村党支部书记严兴军笑着说。昨日，陕
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10多名
干部职工在院党委书记樊育平的带领下，
再次来到该院定点扶贫村永合村，了解脱
贫产业发展现状，看望慰问乡亲们。

在永合村中药基地，樊育平仔细察看
柴胡长势，了解柴胡种植效益和市场前景，
乡亲们目前面临的困难。他说，上次来永
合村知道了村民们对中药材种植化肥使
用的困惑后，院里马上积极联系，这次组织
回来10吨专用化肥捐赠给村上，就是希望
能为大家的脱贫致富路加把油。

严兴军告诉记者，永合村现有建档立
卡73户290人，已脱贫72户289人。由于
村子地处丘陵地带，农作物主要种植小麦
和玉米，收入较低，村民主要收入依靠外出
打工。这次村上把中药材作为扶贫产业，
就是想改变过去单一的发展模式，借此来
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全村经济发展。

据了解，省质检院持续帮扶永寿县
永平镇永合村6年以来，把群众脱贫增收和
扶志扶智当作重点抓手，千方百计促进群众
增收。结合当地自然条件，为鼓励村民发展
畜牧养殖，省质检院利用专项扶贫资金，投
资7.5万元，鼓励15户有养殖基础的村民，
并给每户提供了5000元的发展启动资金。

党委书记樊育平告诉记者，下一步，他
们将实时了解种植户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联系中药材种植专家指导，并
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帮助永合村的乡亲们早
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美满生活。

省总工会将向职工发放工会会员服务卡

省质检院
10吨化肥赠乡亲
助力脱贫解难题

安康金融办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挑选业务骨干担任企业顾问

安康汉滨区启动“消费扶贫月”活动

签约金额达214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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