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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管家”服务开展以来，全省各
级税务机关通过各种形式向重点项目
指定了管家，并开始了相关服务。

由陕西圣泉乳业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建设项目
总投资2.5亿元，年产配方羊奶粉2万
吨。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杨凌示范
区税务部门一直为项目保驾护航，尤
其在减免土地使用税方面给予了很大
帮助，目前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
年底可投入生产。

“现在有了‘税务管家’来帮忙，我
们在办理涉税业务这块更省心了，相信
在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公司也会
发展得越来越好！”接过“税务管家联系
卡”，陕西圣泉乳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史毅华的信心又增添了几分。

据统计，目前陕西省各级税务
机关“税务管家”已经对 542项省级
重点项目、3945项市县级重点项目
进行了主动对接，实现了税务管家
服务的全覆盖。

面对如此众多的重点项目，明确
服务事项、服务标准成为做好工作的必
备条件。为此，陕西省各级税务机关建
立与发改等部门的工作联动机制，及时
获取重点项目名单及开工建设等信息，
交换项目进展、税务服务等信息动态。
陕西省税务局编写了“税务管家”服务
制度工作指引和相关通知，对“税务管
家”服务进行了规范，解决了“税务管
家”管什么、怎么管等问题。

“税务系统建立‘税务管家’服务
制度，为我省重点项目提供了更加精

细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这对提升全
省营商环境水平，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了税务要素
支持，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必将对
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带来积极促进作
用，为我省实现新时代追赶超越贡献

‘发改+税务’力量。”陕西省发展改革
委一级巡视员尚战朝说。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刘合斌表示，这是税收服
务的一次革新，将过去纳税人遇到涉
税缴费问题“一对多”联系多个部门转
变为只找税务管家“一对一”，税务部
门将扎实推行好“税务管家”服务制
度，切实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供便
捷高效的税收保障，促进项目早投产、
早见效、早受益。本报记者郑唯舒

服务超前 全程贴身 精准到位
陕西重点项目有了专属“税务管家”

“我郑重承诺：全面履行‘税务管家’职责，全力提供贴身精准服务,为重点项目建设优环境、办实事、服好务……”4月28日，在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税务局“税务管家”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宣传活动上，30名“税务管家”代表集体郑重承诺。

活动现场，“税务管家”分别向各自服务的重点建设项目负责人发送了宣传资料和联系卡。

涉税问题“税务管家”一肩挑
今年，陕西省税务局按照精细

服务要求，围绕贯彻落实《关于进一
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结合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推出了重点项目税
务管家服务制度。“税务管家”主要
服务全省各级政府列示的重点项目
（含央企进陕项目），坚持“服务超
前、全程贴身、精准到位”原则，突出
便利化、智能化、个性化特点，围绕

“企业登记开办、政策辅导落实、便
捷办税服务、公平法治保障”四个方
面，实行11条共计24项具体服务措
施，为重点项目提供全过程、全方
位、全周期服务。

陕西省税务局法规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税务管家”一般是政治

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的业务骨
干。对特别重大的重点项目，会根
据需要再增设1名局领导担任“管家
顾问”，帮助协调解决重大事项，提
高服务质效。

“税务管家”看似是一个人，实
际上，其身后有一支专业的服务团
队。记者了解到，各级税务机关组
建了以政策法规、税费种管理、收入
规划核算、纳税服务、征管科技、数
据风险管理等部门业务骨干为成员
的专家团队，对“税务管家”反馈的
复杂业务问题，第一时间解答或提
供解决方案。这样的制度设计，也
是为了方便纳税人遇事只找“税务
管家”即可解决全部涉税问题，使服
务更加便捷、高效。

“税务管家”实现服务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4 月 29 日 11 时
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
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
得成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并参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
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

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造空

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
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
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
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
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们大力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
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
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场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电。

刘鹤、许其亮、肖捷，中央军委
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独立自主建
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由天和核心

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
段构成。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管
理和控制中心，是发射入轨的第一
个空间站舱段。根据任务安排，空
间站计划于2022年完成在轨建造，
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
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综合开发利用
太空资源能力，转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李克强王沪宁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据新华社电我国 29日在海南
文昌用长征五号 B遥二运载火箭
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
定轨道，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
全面展开。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首次发射。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
构型。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发射
入轨的首个舱段，也是目前我国自
主研制的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
航天器，起飞质量22.5吨。

“天和核心舱主要用于空间站
统一控制和管理，具备长期自主飞
行能力，可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
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任务总指挥王翔说。

浓云密布之下，乳白色的长征
五号 B遥二运载火箭愈显高大挺
拔。

“15分钟准备！”11时 08分，发
射任务 01指挥员廖国瑞的口令响
彻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
唯一的濒海发射场，去年以来成功
完成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嫦娥五号
等重大航天发射任务。

“10、9……3、2、1，点火！”11时
23分，伴着隆隆巨响，长征火箭托
举着天和核心舱拔地而起。

这是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的
首次应用性发射，也是2020年5月
5日成功首飞后的第二次飞行。

长征五号 B是专门为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建设而研制的
一型新型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
载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五号 B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李
东说：“发射载人空间站舱段，只有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能够胜任。”

约 494秒后，舱箭成功分离。
天和核心舱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发射任务成功，标志着
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
开，为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空间站
组装建造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
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
任郝淳表示。

根据计划，天和核心舱将先后
迎接天舟货运飞船和神舟载人飞
船的访问，关键技术验证后与问天
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实施交会对
接，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在轨组
装建造。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建造全面开启

本报讯（王希曦记者石喻涵）
4月29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
圆满成功。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
安分院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任务
中承担了中继终端、USB天线网络
和仪表计算机应用软件研制任
务，成功助力我国空间站太空新
家核心舱建设。

要确保天和核心舱与地面通
信的实时畅通，就必须依靠西安
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通过与中
继卫星天链一号和天链二号建立

中继链路，实现中继通信。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安装了西安分院研
制的第三代中继终端产品。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中继终端通过中继
卫星建立空间站与地面的通信链
路，承担着航天员与地面语音、视
频、电子邮件，科学实验数据下传
以及整舱遥测传输的功能。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全
部动力系统、空间站全部核心舱推
进与补加系统设计研制，均出自位
于西安的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陕西力量“硬核”支撑“天和”升空

本报讯（记者王嘉）此次发射
任务中，位于西安的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第
771研究所配套了多个系统，为任
务成功保驾护航。

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
统是“天和”号核心舱极其重要
的分系统。771所为该分系统配
备了多个重要设备：环控出舱控
制器安装在节点舱/气闸舱，时
刻监测舱内环境，当宇航员出舱
时，完成泄复压控制和出舱支
持；饮水供应控制器负责舱内水
管理部件的手动控制；坐便器内
部控制器和大小便收集控制器
共同实现大小便收集子系统部

件 的 控 制 ，状 态 监 测 和 故 障
显示。

此次“长征五号 B”遥二运载
火箭搭载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配
备了一条强大的机械臂——天和
机械臂，主要承担着舱段转位、悬
停飞行器捕获和辅助对接、舱外
货物搬运、航天员出舱活动等重
要任务。

航天科技四院44研究所自主
研制的末端执行器六维力传感
器、一维力传感器和关节一维力
矩传感器三款传感器产品作为天
和机械臂重要的传感测量元件，
为这条“中国臂”在太空的自由炫
舞提供了坚强保障。

陕西科技为“中国臂”提供坚强保障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
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
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