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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服务“加速度”画出最美“同心圆”
奉贤区税务局用服务升级凝聚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动力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开
展以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奉贤
区税务局始终坚持“机构改革，
服务
先行”，面对户管存量多、增量大的
现状，
用服务升级凝聚改革动力，
以
责任为基，实干为轴，用服务“加速
度”，
为改革稳步推进画出最大最美
同心圆。
稳中求细
凝心聚力打赢改革“攻坚战”
细微之处见功力。该局本着从
严从实从细的工作要求，将机构改
革任务清单按天细化，科所两级联
动，通过“倒计时表”方式自上而下
推动改革任务链条纵深推进。
采 取“ 线 上 + 线 下 ”全 覆 盖 方
式，对全区 3 个办税服务厅、164 个
窗口、9 个协税办、1 个 12366 纳税服
务场所的标牌标识、宣传资料逐一
进行拍照排查。共清理调整各类标
示标牌 213 个，回收、封存宣传资料
84 种近 3 万份。对智能咨询知识库
中 2000 余条税收政策逐一核查，共
调整 345 处。组织开展了 6 个场景
的办税服务厅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并严格落实督办机制，预留好提前

量，深入一线开展 5 轮督办，确保任
务清单不折不扣落实，以“零差错”
迎接纳税人的检阅。
严中求效
集中力量备战大厅“主战场”
截至 6 月底，奉贤区税务局正
常户管达 21.4 万户，办税服务厅日
均吞吐量 3 千人次，办税高峰期近 5
千人次，在全市各办税服务厅中位
列前茅，可以说是区局改革中一个
“主战场”。
为确保改革期间纳税人日常办
税不受影响，该局制定了“排堵保
畅”专项工作方案，以“分管领导换
位体验+科室干部大厅蹲点”的方
式开展实地调研，明确 7 大类 19 条
办税服务厅提速增效举措。并定期
发布《办税服务厅压力测试报告》，
对减流工作进行跟踪问效。同时，
该局转变工作思路，针对我区企业
兼职财务比例高的特征，
推出“税企
之桥”
项目，
通过服务好涉税中介不
断扩大纳税服务辐射面。目前纳税
人学堂涉税中介专场已经举办了 3
期，通过 60 余户中介机构辐射近万
户企业。在一系列“组合拳”
的作用

下，区局办税服务厅人流量及等候
时间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近 20%。
变中求新
攻坚克难打通办税“高速路”
2018 年上半年，奉贤区新增企
业 3.4 万户，增量在全市位列第一，
日均 300 户的增量给 12366 热线、办
税服务厅带来一定压力。该局在改
革中积极寻找新路子新方法，为企
业办税打通“高速路”。
就新办企业经营初期如何办
税，该局开发了全市税务系统首个
服务新办企业群体的“微导税”项
目，将原本按事项分类引导的方式
转为按纳税人类别引导。作为核心
亮点的“GPRS”专属办税导航，将
企业经营初期必办、常办的 7 类 34
项办税指引进行整合，
引导企业“少
跑路”
“跑对路”。
“微导税”自 6 月底
推出以来，已为 1800 多位新办企业
人员提供专门辅导，推送提醒提示
信息 13 类 2600 余条。新办企业的
材料准备时间和业务办理时间大幅
减少。该项目已通过国家税务总局
官微、新华社、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
刊登报道。

干中求实
党建引领做好服务“店小二”
新机构挂牌后，办税服务厅将
承担全区 50 余万缴费人的社会保
险费和非税收入征收工作，压力可
想而知。越是在急难险重面前，越
能检验党性。该局以党建为引领，
全力做好服务纳税人和缴费人的
“店小二”。
责任之前显真章。作为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的第三场主攻战，
该局积极与奉贤区社保中心对接联
系，
跨前一步，
主动作为，
前往奉贤区
社保中心进行实地调研，
对全区参保
单位、缴费数量，征收险种，征收方
式、日常管理、稽核、服务厅窗口、业
务流程办理等情况详细深入了解，
全
力推动部门间无缝对接，
为下一步社
保费和非税收入划转中办税服务厅
的纳税服务工作夯实基础。
精中求进
精准发力提升营商“软实力”
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该局以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为主线，在落实
便民服务举措上持续精准发力，为
提升区域营商环境贡献税务力量。

该局建立纳税人需求快速响应
机 制 ，着 力 解 决 企 业 的 急 难 愁 问
题。在该机制推动下，上海剑福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解决了困扰已久的
退税难题，
为此特意送来一面锦旗，
表达了“急纳税人之所急，
忧纳税人
之所忧”的感谢；打响特色服务品
牌，
依托“奉贤税务”
微信平台，
推出
“智能咨询”
“微信取号”
“微信直播”
等特色服务，使用量 20.5 万人次；
年
内发布微信稿件 600 余篇，阅读量
92 万次，被总局、市局录用 31 篇；推
行首办责任制，面对办税服务厅即
时办结、当天办结事项工作量越来
越多的趋势，
明确谁首办谁负责，
今
日事今日毕，用服务提档升级促使
区域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使 命 重 在 担 当 ，实 干 铸 就 辉
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作为一
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综合性
强，时间跨度长。税务人一头肩负
着党的重托，一头承载着企业的期
盼，必将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更好
地服务纳税人和缴费人，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展现新作为、
新风采！

在纳税申报、综合服务、发票管理
等各个岗位，为办税服务厅机构改
革各项工作的平稳开展贡献力量。
今年，该所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陆续开展“和我一起学十九
大”系列党课，举办“廉政有
约”
、“党风廉政‘方桌派’”等活
动，在机构改革征程中不断凝聚
“新青年”力量，致力于打造一支
思想硬、能力强、有活力、乐奉献
的青年团队。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

导下，青年干部自发组成的“纳税
服务 360”团队，立足本职，在改
革中奉献，在改革中成长，落实好
工作任务，他们不曾有一丝松懈，
始终践行着岗位建功创一流，青春
无悔献税收的誓言。
“这次奉贤税务之行，
心情无比
感激，感谢倪平老师的帮助、奉献
和付出，同时也感谢奉贤窗口其他
老师的热情工作，真的很赞的一个
团队。
” 近日，上海丰巽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刘女士在寄给
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的感谢信上
如是说。信上提及的倪平就是“纳
税服务 360”团队的一员。接过感
谢信时，倪平只是腼腆地说了一
句 ：“ 说 实 话 ， 我 都 把 这 事 给 忘
了，况且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不值一提！
”
在该所税务干部身上，始终跳
动着、维持着和引领着他们前行
的，是“认真做小事，我说平凡他
也不平凡”的忠诚与担当，是“弄
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的
崇法与守纪，是“初心不改，有梦可
做”的兴税与强国。这是新时代税
务人的缩影，也是对“机构改革，服
务先行”
宗旨最好的诠释。

改革在一线

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新机制新抓手新青年
新机制新抓手新青年

生动诠释服务先行理念
先行理念
随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
持续推进，奉贤区税务局第一税务
所扎根于办税服务厅，奋战在机构
改革落实的最前沿，拼搏在服务纳
税人的第一线，将拥护和支持改革
的坚定信念转变为强化纳税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行动，
以“新机
制、新抓手、新青年”
为脉络，
充分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机构改革
征程增添一抹亮色。
新机制泛起朵朵不息的浪花
“新机制”即“点位长制”，是该
所借鉴生态文化建设成功经验——
“河长制”
、
“路长制”，
结合办税服务
厅的特殊工作环境探索出的新机
制，指派优秀的党员干部作为点位
长，负责第一时间处理窗口疑难问
题，
协调征纳矛盾，
消解各类窗口隐
患。
在第一税务所申报组，彭卫与
其他业务骨干组建成“1+N”的“点
位长”工作团队。彭卫是 2014 年底
进局的军转干部，他总是以军人的
果敢、党员的踏实在窗口为每一位
纳税人解决疑难，
协调矛盾，
其个人
在 2017 年共收到 2 面锦旗、3 封感

谢信，被评为 2016-2017 年度奉贤
区“服务明星”
。彭卫带教的实习生
钱威允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
道：
“ 我的师傅彭老师用忠诚做底
色，
把担当镌刻在了骨子里，
希望有
一天我也能成为你，
独当一面，
担当
责任。
”
新抓手掌起一盏不灭的灯火
该所探索出了“晨会制度”，每
个业务组利用早晨上班前 10-15 分
钟的时间开展讲评、培训，
进行工作
布置等内容，
利用小晨会开启“大能
量”，激励每位税务干部干事创业，
崇法守纪。
“凝士气”
——利用晨会对工作
人员仪容仪表、着装规范、办公环
境、窗口物品摆放进行检查，
及时纠
正各种问题，
整顿工作凝聚士气，
做
好上班前各项准备工作，让每位工
作人员都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
新的工作日。
“讲技能”
——对新出台的税收
政策、变化的办税流程、工作中易错
点与重点难点等进行讲解培训，结
合实例与问题深入浅出，达到共同
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评工作”——由分管所长、
点位长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小
结，既讲评业务，通报工作量、工
作差错，也点评服务规范遵守情
况，指出存在的针对性问题，提出
整改要求。对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
进行表扬，树立模范典型，弘扬正
能量。
新青年开启一段逐梦的征程
目前，该所 35 周岁以下青年有
25 人，占比高达 75.75%，主要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