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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雅晴）9月 13
日，延安首座蔚来第二代换电站启
用仪式暨中石化陕西与蔚来西安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延安举行。延安
市商务局局长刘新光、中国石化销
售陕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杨其明，蔚
来汽车能源服务运营高级总监吴
鹏、蔚来汽车陕西区域公司总经理
师剑峰等领导以及蔚来用户一起见
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延安市首座换电站位于G65包
茂高速延安中石化北过境站，此站
也是从今年 4月 1日蔚来与中国石
化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投运北
京中石化蔚来全球首座第二代换电

站以来，继山西、大连、云南、广西、
海南、河北等城市后，又一座与中国
石化合作落成的全新换电站。

双方表示，未来，中石化陕西
和蔚来西安将借助“碳达峰、碳中
和”能源发展趋势，本着双方产业
融合发展需要，按照“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双方
在陕西相关产业优势，加快布局
充换电业务，加速拓展充换电市
场，积极探索盈利空间。同时，实
现油、电、服互促互进，实现能源
多业态、多维度融合发展目标。
全国充换电网络持续布局，陕西
区域也将加快脚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丹凤
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把党史学
习心得交流和党史故事分享列为
晨会基本流程，每天由一名干部进
行分享汇报，以此来相互监督、互
相提高。同时，立足于将学习成果
转化为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的
实践主线，提倡干部在晨会中积极
为改进前台一线服务建言献策，在

“看、听、思、悟、行”的过程中检验
学习教育成效。

“党史元素的融入，让我们的

晨会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
富、内涵更加厚重，不仅能让大家
每个清早精神振奋起来，还能学到
东西。”该局干部张艾宇说。

“近期，我们在完成计划学习
内容的基础上，试行晨会内容‘个
性化’定制，对个别干部能力短板，
自己提出来或者为群众办理业务
时遇到了，就安排熟悉这类业务操
作的同事在晨会上进行精准教学
培训，达到教有所成、学有收获的
目的。”丹凤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局长周赛虎介绍道。
晨会的实施，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办事群众反响
越来越好。分局阮翠、刘雯璟两名
同志在丹凤县党史知识竞赛中，取
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分局职工马文
也被县局党委评为优秀党员，政务
中心每月评定的服务明星中必定有
税务干部的身影，税务窗口已成为
为民办事的“金字招牌”。

张丹军安徽
本报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当我手中的全运圣火被点燃
时，内心中感觉被激发了一种力
量。”作为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的
一名火炬手，朱艳言语中难掩激动
和兴奋之情。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曾获“五
一巾帼标兵”“陕西省劳动模范”“奋
斗人物奖”等荣誉称号的朱艳，是国
网西安供电公司环城东路供电营业
厅的班长，也是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火炬传递西安站的第57棒火炬手。

8月16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
特奥会火炬的首站传递活动在西安
举行，朱艳作为第57棒火炬手参加
了这次活动。朱艳说：“作为一名火
炬手，是荣誉，也是责任。”

从事供电企业窗口服务工作
20多年来，朱艳一直发挥着“螺丝
钉”的连接和固定作用，全心全意

对待每一位电力客户。多年来，她
结合自身窗口服务工作经验，率先
提出“优质服务，全程有我”的服务
口号，在营业厅推行“微笑服务”

“亲情服务”“爱心服务”“专人服
务”“专席服务”“引导服务”“多语
服务”等全程跟踪服务法，为人民

群众解决用电困难，为千家万户送
去光明，架起电网企业联系万千电
力客户的温情桥梁。

朱艳说，我会将顽强拼搏的精
神带到工作中，带领身边的同事为
企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冯红林

“智慧税务远程指导办税，提高
了办税效率，降低了涉税风险，榆林
的税收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让我们
越来越有信心！”陕西新元洁能有限
公司负责人范建林表示，税务部门
的贴心服务、务实改革让企业得到
了真正的便利和实惠。

榆林推广建设“智慧办税厅”，
开展“税务管家”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活动，是国家税务总局榆林市税务
部门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的具体举
措,也是促进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的持续行动。

据了解，榆林全市共有 16 个
税务管家综合团队，98 名税务管
家、54 名管家顾问点对点、全天
候、贴身式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在完善多元化办税格局的基础

上，持续深化纳税缴费便利化改
革，着力构建方便快捷、智能智
联、体验优良的“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服务新形态，财产和行为税
合并申报，实现“一张报表、一次
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表
单数量减少 24张，填报数据项减
少 204项。

在智慧税务建设的同时，积极
探索智慧服务，6月 30日在神木市
率先建成榆林市第一家智慧办税服
务厅。

智慧办税厅5G网络的高速率、
低时延等技术优势，让办理时间至
少缩短 30%。短短两个多月，神木
智慧办税厅接待纳税人达 22695人
次，自助终端业务办理量为 17190
笔，远程座席服务405户次。

文/图 本报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西安
市税务局按照“精细服务”要求，扎
实开展重点项目“税务管家”服务
工作，为重点项目提供全过程、全
方位、全周期服务，不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

西安税务系统将“税务管家”
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抓实抓
牢，以服务全局工作的政治站位有
力推动“管家式服务”在全市重点
项目落地见效。将骨干队伍力量
向“税务管家”工作倾斜，选派 100
余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税
务干部担任责任人，及时跟进项目
建设，积极主动落实各项服务措
施。逐户建立“税务管家”工作台
账，点对点、实打实提供全天候、贴
身式“管家”服务。

为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西安税务系统为有关项目开辟绿

色通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多
次前往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
幸福林带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开
通绿色办税通道，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办税服务，助力重大民生
工程的加速建成。与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西安分院“一对一”结对
子，切实落地流转税和所得税的
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帮助分院快
速办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事宜。针对大型赛事组织
及筹备中遇到的税收重点难点问
题，在相关办税服务厅设置“‘十
四运’涉税办理专窗”，在全运村
启用“税务驿站”，为十四运关联
企业及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贴
心护航十四运。

将“税务管家”工作与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为重

点项目量身打造服务举措，推动重
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运营。自
税务管家服务制度推行以来，全程
跟进解决陕建机施集团地铁 10号
线项目工程报验、税款预缴、风险
防控等涉税问题，助力西安地铁10
号线项目建设提质加速。帮助国
家首批无车承运人试点单位——
西安和硕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解决
了总分机构增值税汇总申报事宜
和财务统一核算问题，降低了企业
票证管理成本，积极联系上级为企
业解决平台委托代征资格等事宜，
助力企业上市。

截至 8 月底，西安税务系统
“税务管家”共推动 120个省级重
点建设项目、624个市级重点建设
项目建设落地，“税务管家”服务取
得了显著成效。
龙况云本报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本报讯（记者 张永宁）随着中
秋节临近，月饼、大闸蟹、酒水、鲜
果礼盒、轻食糕点等节日商品销量
涨幅明显。月饼是中秋节绝对的

“主角”。拼多多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3日，稻香村、广州酒家、杏花
楼、五芳斋等老字号品牌，多款月
饼销量已达到10万+。

记者了解到，作为近年“新
秀”，香港美心月饼也通过拼多多
百亿补贴，出现在更多消费者的下
单列表里，销量相比 8 月上涨
71%。月饼虽美味，但其高油高糖

的配方也令一部分消费者“敬而远
之”。为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过节
需求，不少商家适时推出低糖控卡
月饼、桂花绿豆糕等轻食糕点，受
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于年轻人，入秋仪式是喝“秋
天的第一杯奶茶”，但博爱如他们，
也并不排斥拥有金秋的一块月饼，
这也使得今年的月饼市场上多出
了不少“网红”。从口味上看，奶茶
月饼、螺蛳粉月饼今年继续在年轻
消费群体中圈粉。

此外，从风格来看，古风、国潮风

也影响了传统节日市场。譬如故宫
推出的“朕的心意”锦盒系列，以古
画、屏风、宝瓶等为灵感，绘尽自然美
感，寓意时亨运泰；良品铺子的国风
月饼则以精致的福袋、龙纹玉璧造
型，斩获不少国风爱好者的芳心。

尽管月饼口味不断推陈出新，
但最传统的五仁月饼，依旧拥有不
可动摇的地位。拼多多平台数据显
示，稻香村、杏花楼、功德林等老字
号品牌的五仁月饼今年依旧热销，
除了传统的五仁馅儿之外，还增加
了玫瑰细沙、椒盐百果等新口味。

本报讯（王耀 记者 杨娜）大力
推进陕西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作,探索陕西经验和做法。9月 8
日至 10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生态
修复处一行前往榆林市开展为期三
天的生态保护修复督导工作。

督导组针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
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
治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分别
前往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神木
市石圪台、府谷县沿黄地区天桥段、
米脂县高西沟水土保持示范区等重
点项目进行考察，逐项目了解工程
概况、施工工艺和技术设计等情况，
在详细听取市县两级工作汇报的同
时，认真梳理汇总各项目在推进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新问题，就如何
扎实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坚决打赢我省 2021年矿山

生态修复硬仗“把脉问诊”。
督导组指出，榆林市生态修复

保护工作推进有序，初见成效。生
态修复保护工作要修复与保护并
举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继
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生态功能修复项目在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痛点问
题，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要积极探索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
场化运作”的修复新模式，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为当地百姓打造优美环
境，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更
多的生态修复治理“陕西样板”，实
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变成造福一方
的“金山银山”，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财税
榆林税务
智慧办税改革落地见效

贴心靠前服务当好“税务管家”

补足短板为纳税人办实事

中石化陕西与蔚来西安
达成战略合作

我省加速推进
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网红范国潮风爱了爱了
电商平台迎来月饼采购热潮

火炬手朱艳：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

朱艳与公司同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