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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本报讯（李蒙娜 翟晓雪 记者
苗嘉诚 郑唯舒）“原来出口二手车
还可以享受退税呀，实在是太惊喜
了！感谢税务干部主动联系我们，
细致耐心地讲解政策、指导我们正
确开票、申报退税，给予了我们很
大帮助。”近日，收到第一笔 9.5万
元出口退税款后，西安秦宝骡际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凯激动
地说。

近年来，随着国外客户对国产
新能源二手车需求的急剧增加，西
安秦宝骡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
断开拓海外市场，将新能源二手车
出口至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
随着业务规模不断壮大，如何增强
公司出口汽车国际竞争力、保证充
足资金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了公
司负责人魏凯的心头大事。

了解到该企业二手车出口业

务量大，却一直未成功申报过出口
退税、未享受过二手车出口退（免）
税政策，西安国际港务区税务局立
即启动“盯、跟、帮”快速响应机制，
指定本局“三师”人才（注册会计
师、税务师、律师）、货物和劳务税
科业务骨干组成“重点工作服务支
撑团队”，全程负责退税事宜，“多
对一”帮助企业完善出口退税电子
信息，辅导企业申报出口退税，密

切跟踪退税办理进度。针对企业
反馈的“因无发票信息而不能申报
退税”这一瓶颈，税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胡强带领“重点工作服务支撑
团队”多次召开集体会诊会，分析
研究存在的问题，查找解决方案，
最终彻底打通了退税全流程，解决
了企业一直以来因错开发票导致
无信息从而无法申报出口退税的
难题。

年货、聚餐、出游……春节
将至，消费市场逐渐升温，商家
们铆足劲儿搞促销，为进一步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倡导科学、
理性、安全、绿色消费理念，四
川、重庆、陕西、甘肃、青海、西藏
6地消费者组织联合为消费者欢
度春节“支招”。

购置年货要理性
不要盲目囤货

消费者要根据实际需要购置
年货，选择证照齐全、信誉度高的
商家和网络平台；参加促销活动要
详细了解活动规则、使用期限、适
用范围、限制条件、退换货约定等，
避免因盲目追求“薅羊毛”掉进促
销陷阱，警惕虚构原价、虚假优惠、

加价出售、附加条件、高价结算等
行为；购买食品时，要仔细查看食
品外包装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
料成分等标识标注；选购礼品时倡
导绿色消费，拒绝过度包装。

在外聚餐要节约
不要铺张浪费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聚餐也是
必不可少的。消费者预订“节日套
餐”时要提前与商家确认套餐菜
品、分量、用餐时间、退订条件以及
其他额外收费等，特别当心“加价
不加量、设置最低消费、限制打折
范围、强制消费套餐”等情况。在
外就餐要选择证照齐备的餐厅，检
查食材是否新鲜，结账时查看账单
是否存在低标高结、虚构原价、多

收费用等欺诈行为。提倡公筷制、
分餐制，倡导合理点餐，响应“光盘
号召”，自觉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野味”。

旅游出行要安全
不要轻信承诺

随着旅游市场逐步复苏，不
少消费者期待春节假期走出家
门，重新感受“烟火气”。有报告
显示，今年春节旅游产品预订量
相比去年大幅上涨。消费者要
警惕低价旅游团，旅游合同要明
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注意
有效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商
家口头承诺也要写进合同。如
果选择自驾游，要合理规划线
路，了解景点情况，尽量错峰出

行，随时检查车辆状况，切勿疲
劳驾驶。

预付消费要谨慎
不要大额充值

健身机构、美容美发、洗车洗
衣等服务业商家会在节假日期间
推出预付卡充值、续卡优惠活动，
但预付式消费存在一定风险，如商
家闭店、跑路等，消费者可能面临
财产损失。因此，办理预付卡时避
免大额充值，充值后尽快使用，随
时关注商家经营状况，尤其要警惕

“跑路前促销”。此外，要坚决抵制
“办卡后概不退还、最终解释权归
经营者所有”等霸王条款，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唐明军

本报讯（杨龙 记者 张永宁）据陕煤
运销集团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陕煤入
渝发运量 1798.3万吨，同比增长 13.2%，
入渝年度发运量创下历史新纪录，有效
保障了重庆地区电力和重点工业企业
煤炭需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陕
煤力量”。

据悉，自 2016 年渝陕能源战略合
作启动以来，7 年来陕煤入渝累计运
量超过 7000 万吨，对区域能源保供稳
价和煤炭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压舱
石”和“稳定器”作用，促进了重庆市经
济稳步发展。2022 年，渝陕双方落实
能源战略合作季度联席会议制度，及
时协调解决运行中的问题，确保入渝
煤炭稳定供应。同时，双方共同加强
铁路运力协调，提高铁路运行质量和
效率，促进铁路增运，保障运行平稳。
日常运行中，陕煤运销集团加强资源
统筹协调，实施多矿区协同多品种保
供，从关中老矿区到陕北新区，不同煤
种优化和搭配发运。积极衔接铁路方
面争取运力，强化产运销调度，多通
道、多方式、多装车点多式联运，保障
入渝保供，通过铁路直达、铁水联运、
荆州港入渝等措施，推动陕煤入渝规
模持续提升，支持了重庆市电煤稳供
增供。特别是去年面对重庆市迎峰度
夏期间遭遇极端高温、最高电力负荷、
最大电力缺口的电力电煤保供严峻形
势，以及迎峰度冬时期水电量不足、外
购电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陕煤
运销集团贯彻落实渝陕合作决策部
署，坚守承诺，诚信践约，全力协同各
入渝保供兄弟单位，全力组织资源运
力，强化入渝煤炭保供，实现了入渝规
模和体量的不断扩大，有效保障了重
庆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

据了解，2023年，根据渝陕双方战略
合作规划，预计将有1900万吨陕煤入渝，
将持续保障区域能源需求，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唐明军）为55家
“西安老字号”和 57个“西安名吃”
授牌，表彰“西安老字号”和“西安
名吃”企业在西安市场经济复苏和
繁荣过程中所作的贡献，鼓励各企
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自身影响
力为“西安文化美食名城”添砖加
瓦，打造特色鲜明的西安城市名
片。1月 16日，第二批“西安老字
号”“西安名吃”授牌表彰大会在西
安市举行，西安市老字号产业促进
会、第二批老字号和名吃企业代
表、专家等近 200人参加授牌表彰
大会。

“西安老字号”与“西安名吃”
认定工作由西安市商务局于 2019
年启动，原则上每三年认定一次。
经两次认定，“西安老字号”总数达
到99家，“西安名吃”共计108个。

西安市商务局局长张选民在
致辞中表示，西安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
市、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老字号见证着深厚的
文化理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
忆，是西安发展变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老字号和名吃是商业和
手工业留存下来的精髓，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老字
号、老技艺，老字号、新活力，传
承和创新是老字号和名吃品牌
价值焕发生机的关键。未来，西
安将加大老字号保护力度，健全
老字号传承体系，激发老字号创
新活力，培育老字号发展动力。
到 2025 年，西安老字号保护、传
承和创新发展体系基本形成，老
字号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更加完善，创新发展更具活力，
产品服务更具多元化，传承载体
更加丰富，品牌信誉不断提升，
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通过政
企联动，支持西安老字号及名吃
企业稳步发展，打造老字号和名
吃两大城市品牌，共同推动西安
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西安秋林公司党委书记兼董
事长赵迺森、西安米旗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冯岩、文化学者商子雍
分别代表西安老字号企业、西安名
吃企业和评审专家发言。

西安市老字号产业促进会还
举行了纳新仪式。西安市老字号
产业促进会表示，将进一步联络政
府、企业、市场，有力促进老字号和
名吃品牌在新经济发展时期的传
承和创新。

本报讯（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为进一步推动城镇土地使用税困
难减免税支持政策落实落好、落稳
落准，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杨凌示
范区税务局杨陵税务分局深化“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积极开展“送政
策、解难题、弥亏损”惠企利民走访
活动。

在陕西万盛肉类加工有限公
司，杨陵税务分局业务骨干为企业
上门送政策、纾困难，深入调研企
业经营情况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确保纳税人应享尽享、直达

快享政策红利。
“2016年以来我公司受到原料

制约，运营压力倍增，产值不能达
到预期目标，导致连年亏损，前期
投入大量资金，不能产生效益回
报，再加之公司本就资金周转困
难，在经营上出现了严重的滑坡，
并于 2016 年 2 月停业整顿待营
业。在困难时期，杨陵税务分局主
动上门为我们送来税收减免政策，
这项政策我们已经连续享受三年，
让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国家满
满的关爱和税务部门强有力的支

持。2020年至 2022年期间，减免
税及退税共计 148万。”陕西万盛
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法人俞章礼感
动地说。

陕西健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生物技术开发及应用
等，近年来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
响，企业业绩下滑幅度较大，资金
压力剧增，经营一度陷入困局。得
知企业存在发展困难后，杨陵税务
分局税务干部全力为企业纾困解
难。一方面，通过税企交流群、电
话沟通等渠道，开展线上政策宣传

辅导和提醒服务。另一方面，实地
走访企业，主动登门“送礼”。通过
了解企业涉税需求，为企业财务人
员细致讲解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减免税政策，该企业已顺利享受到
该项减免政策。

便民春风送温暖，税收减免助
发展。杨陵税务分局税务干部为
企业上门送政策、问需求，用实际
行动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难题、促进
企业盘活资金，为企业纾困解难，
助力企业再出发，将好钢用在刀刃
上，为困难企业带去新希望。

本报讯（刘晓丽记者苗嘉诚郑唯舒）
为更好培养年轻干部，国家税务总局商
南县税务局聚焦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要
求，创新开展“四季讲堂”，为年轻干部赋
能强基，促进其“茁壮成长”，为税收事业
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温暖之春·业务提升”春季讲堂，建
立了“五上讲台”培训机制，通过领导示
范“带头学”、中层干部“联动学”、骨干引
领“互促学”、模范先进“对照学”、银发先
锋“帮带学”，快速提升了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

“热情之夏·志愿服务”夏季讲堂，成
立了青年干部志愿服务队，开展了“浓浓
粽香端午情”“争当秦岭卫士”“税法乡村
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展现了“迎难而
上、勇往直前”的税务担当，该局被评为

“陕西省税收志愿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沉淀之秋·风采展示”秋季讲堂，全力

打造书香税务，“不忘来时路书香伴我行”
读书分享、传统文化及经典诗词诵读等活
动，商南县税务局第四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获得“全省税务系统先进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荣誉称号。

“银装之冬·廉政教育”冬季课堂，举
办了“年轻干部警示教育会 ”“廉洁家风
我来讲”系列活动，探索建立了“党建引
廉、制度固廉、监督促廉、文化润廉、智慧
助廉”五廉机制，并由青年纪检干部参与
制作主题短视频1部。

书香“四季讲堂”
昂扬青春力量

出口二手车也能享受退税
“盯、跟、帮”税收服务助力新业态发展

送政策 解难题

杨陵税务分局“沉下去”服务获赞

2022年陕煤入渝
发运量1798.3万吨

春节消费 这些坑千万别踩

第二批“西安老字号”“西安名吃”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