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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税务部门连续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的第6年，
也是国税地税合并后的开局之
年。 6年来， 税务部门推出一系
列实招硬招， 今年以 “新税务·
新服务” 为主题， 税务部门推出
了减税降费、 提速增效、 整合升
级和协同共治等4大类主要措施。

目前国家正在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纳
税服务司司长孙玉山表示， 在此
背景下， 今年的春风行动增添了
许多亮点。

孙玉山说， 从税务部门的角
度看， 2019年是国税地税合并后
的 开 局 之 年 ， 新 机 构 要 有 新
气 象 ， 通过推出一系列惠民便
民利民举措来充分体现税务机构
改革成效， 更好履行税务机构的
使命。

从服务对象的角度看， 税务
部门征管服务对象由法人延伸到
广大自然人， 在纳税人的基础上
增加了缴费人 ， 服务对象变多
了， 对服务的要求也更加多元、
细致。 今年的春风行动以 “新税
务·新服务” 为主题就是要以便
捷高效的新服务来充分释放机构
改革的红利， 促进微观市场主体
发展。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减税降

费是今年春风行动的重点内容，
孙玉山说， 税务总局已经将落实
减税降费作为今年工作的主题，
在服务举措方面推出了更多实招
硬招。 比如， 2019年年底前实现
超七成涉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
纳税人报送资料再精简 25%以
上、 建立纳税人诉求和意见受理
快速反应机制和协调沟通机制、
通过加强宣传辅导帮助纳税人和
缴费人了解减税降费政策。

在组织保障方面，目前，各级
税务机关都专门成立了减税降费
领导小组， 税务总局设立了小微
企业服务处， 重点为小微企业充
分享受减税降费红利做好服务。

在具体要求方面， 税务部门
提 出 了 申 报 质 量 要 实 、 解 决
问 题 要实 、 调查研究要实 、 宣
传辅导要实的要求； 同时， 提出
了统计账单要硬 、 督促检查要
硬、 风险防控要硬、 纪律规矩要
硬的要求，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
地生根。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小
微企业服务处处长张运增说， 小
微企业服务处于今年1月上旬成
立后， 立即全力投入落实小微企
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工作： 在不到
三周的时间内， 迅速建立了小微
企业涉税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

制， 制发了关于做好首个申报期
前小微企业有关纳税服务工作指
导性文件， 发布了 《小微企业纳
税人办税指南 》。 在税务网站 、
12366纳服平台设立了小微企业
专栏， 组织各级税务机关全面推
开了面向纳税人和缴费人的减税
降费宣传辅导和面向一线税务干
部的业务培训工作 。 截至3月1
日， 各级税务机关通过小微企业
涉税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制，
共收集小微企业涉税意见建议
8803条， 其中已办理并反馈7754
条， 解决了纳税人在减税降费方
面的难点痛点。

张运增说， 为了让纳税人和
缴费人对减税降费有更多获得
感，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在宣传辅
导方面进一步优化服务： 对象再
扩围。 除了对企业财务人员、 办
税人员外， 将宣传辅导对象扩大
至企业法人 、 股东 、 高管等人
员。 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 APP
和12366纳服平台等多种渠道推
送减税降费信息， 制作多种形式
创新宣传产品。 既要及时将出
台 的 新 政 策 向 纳 税 人 和 缴 费
人做好宣传辅导 ， 又要做好各
个企业减税情况的对比分析， 帮
助企业算好账， 更加充分享受改
革大礼包。 据新华社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助推减税降费落地落实

让更多人乐于奉献

一幅幅可爱的漫画， 配上温暖的文字……近日， 南京市聋人学
校教师于晓岚用漫画、 成语、 古诗等新颖的方式为学生写评语， 被
网友直呼 “暖心”。

于晓岚200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工作。 “我至今都
记得到学校面试的那天， 刚走进校园， 看到许多孩子在操场上奔跑，
他们跟普通孩子别无二样， 只是周遭太安静了”。 无声的校园戳中她
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她决定留下来， 这一待就是17年。

学习手语、 反复交流、 创新思维……于老师和同事将爱和耐心奉
献给这群特殊的孩子。 “孩子们不容易走近， 但一旦认可你， 却又
很容易把心交给你”， 于晓岚说， “我希望在陪伴他们的这段时间
里， 走进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变得更好， 将来
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 图为3月4日， 在南京市聋人学校， 于晓岚在
课堂上跟学生交流。 新华社发

古巴谴责美国升级对古经济封锁

无声的温暖

新华社电 古巴外交部4日发
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执行 “赫
尔姆斯－伯顿法” 第三条的部分
内容， 认为这是对古巴 “侵略行
为的新升级”。

美国国务院此前宣布将于3
月19日起启用 “赫尔姆斯－伯顿
法” 第三条部分内容。 这一决定
使美国公民可以向美国法院起诉
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古巴实
体。 美方还表示， 日后有可能完
全执行第三条的全部内容， 即准
许美国公民向美国法院起诉与古
巴有经贸往来的外国企业。

古巴外交部的声明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 声明说， 古巴政府按
照国际法 “公正、 恰当地” 推进
国有化进程， 美国制定的制裁名
单 “毫无根据”。 美方此举意在
加强对古巴的封锁， 给古巴经济
发展制造更多障碍。 声明还向在
古巴经营的外国企业重申， 古巴
将积极保障外资与合作项目。

这是美国自1996年通过 “赫

尔姆斯－伯顿法” 后首次执行其
中第三条 。 “赫尔姆斯－伯顿
法” 第三条的大致 “逻辑” 和内
容是，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
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
政府 “没收”， 因此美国公民可
以在美国法院向使用这些财产的
古巴实体以及与其有经贸往来的
外国公司提起诉讼。

“赫尔姆斯－伯顿法” 第三
条一度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由 于 担 心 执 行 第 三 条 的 相 关
内 容 会严重影响美国与其他国
家的关系， 1996年以来， 历任美
国总统都动用总统权力冻结其中
的第三条。

1959年古巴革命后， 美国政
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年，
美古断交。次年，美国对古巴实施
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2015
年7月，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但美国并没有全面解除对古巴的
封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再
次收紧对古巴政策。

日本再曝企业使用无资质人员质检
新华社电 生产喷气发动机、

核能发电设备的日本大型重工业
公司IHI公司5日被曝存在质检不
当行为， 据称公司在飞机发动机
维护过程中使用不具备相应资质
的人员参与部分检验工序。

据共同社 、 《日本经济新
闻 》 等 日 本 媒 体 报 道 ， 发 生
问题的是IHI公司位于东京都的
工厂。 这家工厂受国内外航空公
司委托， 每年承担约150台飞机
发动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在此过
程 中 ， 该 工 厂 使 用 不 具 备 公
司 规 定资质的人员参与部分检
验工序， 有时候无资质人员会冒
用有资质人员的印章来完成检验
报告。

报道说， 使用无资质检验人
员的问题已经存在数年， 目前尚
未发现上述不正当行为对发动机
的安全造成影响， 也没有航空公

司取消航班。 但是， 日本国土交
通省官员在相关记者会上已表示
将会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
以处理。

IHI公司5日发表一则简短声
明， 承认该公司民用航空器发动
机维护业务接受了国土交通省相
关部门的现场检查， 并被发现发
动机零部件修理的检验环节存在
不正当行为。

IHI公司原名石川岛播磨重
工业公司， 成立于1960年， 2007
年更名为现在的名称。 该公司为
波音、 空客等公司制造航空发动
机， 也承接航空发动机的维护保
养工作。

日本企业使用无资质人员质
检的问题已经存在先例。 此前，
日产汽车公司和斯巴鲁公司于
2017年先后被曝使用无资质人员
进行车辆出厂检验。

“新时代我们更需要雷锋精
神，只有更多的人乐于去奉献、去
服务，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强大、生
活才能更美好。”5日上午，“当代雷
锋” 郭明义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为
142个新成立的爱心志愿者团队
授旗时动情地说。连日来，记者走
进这些爱心团队，共同感受学雷锋活
动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温暖与变化。

“关爱210”：
“为‘咱爸咱妈’包点饺子”

葫芦岛市东方红爱心协会的
志愿者们有很多“爸”和“妈”：这
是他们对帮助的孤寡老人共同的
称谓。“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去世
了， 看到这些老人， 我感到很亲
切，我看到他们，就叫‘老爸’‘老
妈’。他们听了心里也很热乎。”协
会执行会长张岚说。

东方红爱心协会成立于2015
年4月，有志愿者1360名。这个志
愿者团队重点关注孤寡老人和家
庭有困难的学生。 今年50岁的张
岚是这个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
2015年，张岚的父亲去世后，她和
兄弟姐妹们自费建起了养老院和
儿童救助中心。 目前正在办理各
项审批手续， 预计不久后就会投
入使用了。

在关爱孤寡老人方面， 东方
红爱心协会共帮助了78名孤寡老
人。张岚和志愿者们一起，发起了
“关爱210” 行动。“我们到一些贫
困的孤寡老人家中走访发现，很
多老人行动不便， 每天出门买菜
很困难，有的人生活拮据，也舍不
得买菜买肉。”

怕老人们营养不良， 志愿者
们决定：他们每周聚集在一起，共
同为孤寡老人包饺子， 每天30个

水饺，每周为每个老人包210个水
饺，包好的水饺冷冻起来后，送到
老人的手中。“老人家里没有冰箱
的， 我们就送到他们的邻居家或
者就近的志愿者家中。”

暖池塘镇下边村村民曹君岩
是一名孤寡老人， 也是东方红爱
心协会成立后帮助的第一批老人
中的一位。 张岚知道老人的情况
后，每隔几天就去看望他，帮他打
扫卫生，洗衣做饭。张岚和志愿者
们照顾老人一直到他去世。

蓝天救援队：
“为了生命要分秒必争”

在葫芦岛市蓝天救援队的救
援基地， 身穿蓝色制服的队员们
正忙着检修各种救援装备。“必须
确保这些设备能正常运转， 一旦
发生险情， 一分一秒都事关人的
生命安全。”队长邢立岩说。

一份统计表上，详细记录着自
2012年救援队成立以来， 志愿者们
参与的救援行动：水域救援29次，山
地救援31次 ，城市救援15次……

“我们的队员起初多是一些
户外运动爱好者， 后来发现有很
多人在户外活动或自然灾害中出
现险情需要帮助， 我们就加入蓝
天救援队，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邢立岩介绍说。

不久前， 两名市民在当地一
处山地攀岩迷路， 其中一名在山
顶从一处4米高的岩石上跌落，腿
部受伤严重。 另一名同伴拨打了
蓝天救援队的电话求救。 接到信
息后，邢立岩和董洪成、马旭等7
名队员立即开车赶赴现场。

“我们平时都对当地的景区
进行了认真研究，出现险情后，一
般能根据求救者的口述， 尽快准

确判断他们所处的区域。”由于山
势陡峭，队员们徒步耗费了2个多
小时才把被困人员送下山。

未成年人心理咨询：
“把阳光洒进孩子们的心”

葫芦岛市心理咨询志愿服务
团队设在锦西工业学校里， 这个
由280名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
成的团队被称为孩子们的 “心灵
守护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心
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帮助
留守儿童、 一些特殊家庭的孩子
走出心理困惑， 是我们的主要任
务。”协会负责人王海清说。

针对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
志愿者们组织了多次心理辅导，
他们来到孩子们中间， 通过心理
健康测试、 心理疏导、 谈心等活
动，帮孩子们解开心结，使他们能
够树立自信心， 更有责任感和荣
誉感，专心学习，健康成长。

“张老师，您和我的谈话，像
一道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让我感
受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
关心我，也让我懂得生命的意义，
谢谢您。”这是葫芦岛市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副主任张红在收到的一
封学生来信中的真挚感谢。

爱心的力量在持续传递，目
前葫芦岛共有爱心志愿者团队近
500个，志愿者31万余人。

“我们都是普通的志愿者，我
们没有雷锋那样伟大， 但受雷锋
精神影响， 我们每个人做一件好
事，就可以汇成一个爱的海洋。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正能量， 继续传
递正能量。 我们的生命会更有意
义，社会才会更美好。”王海清说。

据新华社

———辽宁葫芦岛爱心志愿团队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