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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璐

“最多跑一次”是“放管服”改革中

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浙江探索与实践。今年以来，县

国税局联合地税局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

“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围绕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

合“万名党员进万企，领导干部下基层”

专项活动，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的铁军排头兵要求，干好税务、带好

队伍。

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国税系统的指导

和支持下，县国税局以党建为引领，以国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厅为阵地，多措并举，实现

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不

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县国税局和县地税局共建了办税服

务厅联合党支部，明确支部联合共建、党

员双方共管、队伍建设共抓、税收发展共

谋的合作格局。进一步完善了国地税双方

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围绕深化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和服务大项目、“最多跑

一次”改革等重点工作，合力破解税收征

管和纳税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难题，共同打

造政治过硬的税务铁军。

为了真正做到联合办税，实现纳税人

“取一个号，办两家事”，县国地税一起探

索推行“一窗一人一

机”通办国地税窗口

业务的办税模式，也

就是在取号机这边取

一个“综合业务”号，

可以同时办理国地税两家的业务，彻底解决

纳税人办税“两头跑”问题，实现了“窗口

全覆盖”和“事项全覆盖”。

为了更好地践行“最多跑一次”，上半

年以来，国地税联合党支部牵头，组织办税

服务厅人员，先后开展了多次联合培训，提

升窗口人员业务素养。同时，为了让每月一

次的主题党日活动更贴近时代主旋律，还组

织党员到办税服务厅体验“最多跑一次”活

动。

在窗口设立了“党员示范岗”，以党员

为业务骨干，通过认真疏理业务流程，推出

六大改革举措：一是取消模糊条款和兜底条

款，简化资料报送要求；二是推行“先享后

管”方式，纳税人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即可自

动享受减免税优惠；三是 55项企业所得税

优惠所需的资料，由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

减轻资料报送负担；四是取消部分优惠备案

手续，直接以填写申报表方式代替备案；五

是改变税收优惠“一年一备案”的做法，对

42项优惠备案推行“一次备案多年有效”；

六是加强税邮合作，超过 98%涉税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

此外，县国地税建立了联合“党员服务

队”，开展“三问三送”系列活动，走进企

业，聚焦问题，改进服务，搭建税企沟通桥

梁。除了“跑一次”的业务，还积极引导纳

税人多走网路少跑马路，不少业务已经实

现了“跑零次”。依托电子税务局和手机办

税 APP，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举办多项

专题培训，通过微信公众号、纳税服务 QQ

群等方式，积极引导纳税人网上办税、自助

办税。目前，网上办税率已超过 80%，自助

办税率接近 10%，基本形成了“网上办税为

主，自助办税为辅，窗口办税为补”的办税

新格局。

今年以来，县国税局、地税局深化合作

机制，改革亮点频出，成效显著，三个

“1+1”唱响了深化改革过程中创新和实干

的最强音。一是改革成效“1+1>2”。通过无

缝对接、高效合作，有效破解了征管“瓶

颈”。二是征纳成本“1+1<2”。国地税合

作、“最多跑一次”等改革，使纳税人从“多

头跑”“来回跑”变成 “跑一次”“跑零

次”，降低了征纳双方的成本，提高了办事

效率。三是争先创优“1+1=1”。一系列合作

共赢的服务举措使得国地税的形象齐升，

共建联合办税服务厅、联合“三问三送”活

动等均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首肯。

县国税局依托作风建设，利刃清除改

革障碍，提高效能，改进服务，优化发展环

境，进一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强服

务强效能作风建设专项行动，用党建工作

带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用“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成效检验党建工作的成果，用

实际行动巩固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

建设成果。

记者 孙梦婷 通讯员 陈斌斌

在刚刚结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运动会上，天台籍浙江赛艇队女子轻量级主

教练王慧清与运动员一起登上领奖台，这是

时隔 20 年后，王慧清再登全运会最高领奖

台。

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王慧清勇夺女子八

人艇第一名，初登领奖台，是天台运动员首个

全运会冠军；如今，第一次以主教练身份参加

本届全运会，在女子轻量级的两个项目中包

揽冠军，这是天台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的荣耀。

成绩与荣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艰辛与汗

水，要想取得超人的成绩，就要付出超人的代

价。为了队员们，王慧清强忍心中的不舍，暂

时放下年幼的儿子，与队员一起常年在外训

练与比赛。在队员们心目中，王慧清是严师也

是慈母。训练中，对技术动作精益求精，来不

得半点马虎。生活中，又把每一位队员当作自

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双人双桨冠军得主潘旦

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跟王指导

的关系不只是情同母女，更多的时候我们还

可以像朋友一样交流，非常人性化。有的教练

或许只关心你的训练，但她会关心你的生活

饮食等各个方面，包括生活中的一些小情

绪。”

全运会结束后，王慧清和队员没有返回

浙江。只在天津作短暂休整，9月 17 日又踏

上了去美国萨拉索塔参加世界赛艇锦标赛的

征程……

至今，王慧清培养和输送了徐东香、严诗

敏、潘飞鸿等世界冠军及多个亚运会冠军。同

时，她也时时刻刻关注着天台体育事业的发

展，为家乡的体育事业出力。
王慧清，1971 年 2 月出生，浙江天台人，

健将级运动员，北京体育大学本科。自幼活泼
好动，身材修长，协调性好，在天台城关一小
上小学时，因出色的身体素质，被时任天台县
少体校田径教练丁锡卿（已故）看中，开始接
受田径启蒙教育，跳高与三项全能在省比赛
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小学毕业进入天台二中
（后并入天台中学）后跟随严斯金老师训练。
1986 年进浙江省赛艇队，1997 年全国第八届
运动会赛艇冠军。1998年留队任教，2010 年 4
月至 2014 年期间，兼任浙江残疾人赛艇队和
中国残疾人赛艇队主教练，现任浙江省赛艇
队女子轻量级主教练。

天台女汉子王慧清
从全运会冠军走向金牌教练

通讯员楼钧钧

本报讯目前，苍山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已进入项目实施阶段高峰期。苍

山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是我县第一个

采用 PPP模式实施的污水处理项目，

由县政府与浙江建投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计日处理量 0.5 万

m3/d，采用 A2O 处理工艺，出水执行

准地表水Ⅳ类标准，为台州市重点工

程。

项目开始实施之初，我县就要求

高起点、高标准做好污水处理民生项

目，将设计出水标准提高到地表水Ⅳ

类，为省内同类在建污水处理厂最高。

同时引入浙建集团这一省内最大的建设投

资企业，为严控项目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加

快工程进度打下坚实基础。

我县自古风景秀美，人杰地灵，在“两美

浙江”新战略的指引下，县委县政府加大环保

投入，大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建设富饶秀美、和谐安康、人文昌盛、宜

业宜居的美丽天台。2014年被评为“国家生态

县”后，我县没有停留在成绩上裹足不前，而

是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优先发展环境友好

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花香引蝶来，共

争满园春”是我县努力的方向，2016年 5月，

我县与浙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开启

了政府与浙建的企业合作大门。

项目开始后，我县各相关部门加强政企对

接，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流程，确保项目进

程。县委县政府对该项目的建设高度重视与关

注，主要领导多次到苍山污水处理厂，现场指

导工作，并就苍山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推进计

划给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握时间节点，提质增

速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在今年 12月底前完成

苍山污水处理厂主体建造工作。

作为苍山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实施主体

的浙江建投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政府已为公司铺好了路，搭好了台，公司

将发扬浙建铁军精神，克服困难，加强现场进

度、质量、安全的管控，为天台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

我县与浙建集团积极推进
苍山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建设

通讯员朱晓益
本报讯 9月 20日上午，始丰街道

召开“高铁建设区块征迁动员会”，动

员全街道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

势，坚定信心，举全街道之力、汇全民之

智，再掀新一轮大征迁、大建设、大创建

热潮。始丰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山河片、

唐宋片负责人和涉迁村负责人、驻村干

部等参加会议。

会议宣读了《始丰街道高铁建设区

块征迁工作方案》，对下阶段工作作了

部署，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时刻掌握征迁动态；要进一步加大宣

传、大造声势；要把握节点、稳步推进；

要通力协作、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全力

完成征迁任务，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会议还传达了《杭绍台铁路天台段

工程土地征收实施方案》，要求全体干

部铆足干劲、凝聚力量,确保按规定如期

完成。

始丰街道党工委书记庞奎详细介绍了杭

绍台铁路项目的概况，他说，杭绍台铁路建设

是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之一，是一件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

命感完成各项工作；要明确目标责任、倒排时

间、分头落实征迁任务；要遵循依法依规、公

正阳光、科学合理原则，引导群众积极支持

高铁建设；党员干部要带头征迁，同时要动

员周边亲友支持征迁工作，带动村民征迁，

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会后，各工作片又组织召开小组会议，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并对下阶段工作再动

员、再部署，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始丰街道：

高铁建设区块征迁工作拉开序幕 通讯员 许子忆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县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在建的南屏公路上，总长 1060 米

的南屏隧道顺利贯通了。这是南屏公路的又

一重大进展，标志着离南屏公路的完工迈进

了一大步。该公路建成后，从城关到南屏乡路

程将由 21公里缩短至 7公里, 行车时间缩短

至 15分钟。

据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岳介

绍，为了加快工程建设，集团推行精益管理、

清单化管理、建立项目协同推进机制，克服了

政策处理难、局部线路变更等不利条件，并从

原先的主攻隧道工程，到目前的隧道、路基、

桥梁三个工作面全面启动，抓进度，保质量，

做到在正常情况下，隧道部分以每天 6至 7

米的速度掘进，大大加快了进度，使该项目进

入了快速推进期。目前该工程已完成路基

85%，桥梁 50%，隧道 75%，完成投资 8331 万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2.3%。按照目前建设速

度，南屏公路有望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天台城关至临海清水坑公路天台城关至

南屏段项目起于我县福溪街道双狮村，接大

幸线，与 104国道新昌关岭至天台响堂段改

建工程相交，终点南屏乡下汤村，接县道滩山

线，路线全长约 7.019 公里，总投资 33547 万

元，是目前天台县道公路建设档次最高、规模

最大的工程项目，按二级公路设计标准，设计

速度 60公里 /小时。

届时，天台至临海又将新增一条跨县出

口公路，这个完美跨越，对完善天台公路网结

构，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天台南部群众出行条

件，促进沿线群众脱贫致富，促进 “南山秋

色、古道红枫”乡村旅游发展，发展沿线旅游

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南屏公路有望明年年底通车

图 为

后山王村

召开高铁

建设征地

村民代表

大会，全体

村民代表

大力支持

高铁建设，

并 100%完

成签字。

县国税局：用党建工作带动“最多跑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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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有儿女

亲爱的同学们！

新学期的航程已经开始了！

曾经的分数，不代表什么了。

曾经的表现，不意味着什么了。

如今是新的开始，新的希望。

只要勤奋，成功在望。

只要努力，落后的鸟儿也会赶上

群体。

知识的海洋在等着你拼搏。

生活的天空在等着你翱翔。

来吧！来吧！

让我们制定新的目标和计划。

开始新的生活。

实现自己的梦想。

时光匆匆，转眼间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意

味着我的小学生涯进

入了最后一个学年。这

时我猛然想起了朱自

清的《匆匆》，在一去

不复返的时光里，我又

该做些什么呢？是依旧

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不，当然不行。我要让我的生活过得精彩，充满活力，朝

气蓬勃地面对每一天。对此，我制定了如下计划：

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不能因为做事拖沓而

导致晚睡。因为晚睡严重影响第二天上课的精神。

第二，要积极锻炼身体。妈妈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身体不好，就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以前缺乏锻炼，

所以经常生病。接下来不管多忙，我都要抽出时间锻炼。

第三，要专心学习知识。上课时，我要认真对待。“神

游”会让我错过讲课的精髓，从而留下太多的疑问，给学

习带来阻力。所以认真听讲是关键，而举一反三更能带

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六年级了，主动学习，积极学习才能

让我有机会进入想要的学校。

第四，要积极服务同学。老师常说：“拧成一股绳的团

队才是最有力量的团队。”作为班级成员，我除了要做好

自己，更要带好同学。新学期，我依旧要做好表率！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新学期，带上新动力让

我奋发前进！

新的学期又开

始了，迎着早晨的

第一缕阳光，我们

又重新回到美丽的

校园，开始了新一

学期的征途。

在这学期里，

我要加强自己不擅

长的科目。在语文

上，除了把课文中的内容、知识掌握好以外，还应多读一

些课外书，如名人名著等。还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阅读、

写作能力，不能只想课内不管课外了。数学，不能只明白

课本上的习题怎么做，如果要学好它，就必须在课外再

花一些时间来钻研和多做一些试题等。上课仔细听讲，

弄懂每一个问题，作业不仅要及时完成，还要追求质量

和速度，回家做好预、复习工作。早晚多听读外语，多积

累一些单词，提高英语各方面的水平。“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记好每一次笔记，认真对待每一次口头作业。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科学安排时间，没有合理的

安排，再好的计划也会付之东流。

新学期，新打算，我要朝着新的目标努力！

暑假匆匆而过，

转眼迎来了开学的

日子。我迈步跨进

校门，心里有一串

问号：“现在我已

经是一个五年级的

学生了，作业多不

多？难不难？……”

新学期，新气象，我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

划：

一是阅读。阅读理解能力要强，除了多做课外

阅读，还要多看课外书，边看书边思考边批注，提高

阅读能力，在做阅读时能有自己的想法。其次，每天

背诵一定量的古诗词，争取在今年的诗词大赛中冠

冕。

二是学习。学习不仅要好，学习态度也要端正，

认真听课、认真预习，改正缺点，发扬优点，确立竞

争对手，确保考试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靠前。

三是作业。作业要做得工整漂亮，字要写得清

楚秀丽，一丝不苟，不得有半点马虎和字迹不清，另

外，完成作业后要养成自觉仔细检查的习惯。

四是拓展。上拓展课时，要仔细听、仔细学、仔

细背，内容理解全面，认真出色地完成在拓展课时

的所有任务，争取一个参加比赛的机会。

五是平日里的表现。表现要好，要给新老师留

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朝计划前进吧！

确定目标 为梦想启航

新学期驾着一丝秋风，从云中徐徐走来。时间

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它不经任何人同意就这样

偷偷地溜走。漫长的暑期就这样结束了，崭新的六

年级如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在我面前展开，充满

希望与理想的六年级，又如一面鲜艳的旗帜，在我

面前迎风飘扬。六年级了，新学期、新目标、新希

望，我踏上新的征程。

俗话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首

要先给自已定下目标。没有目标的人，就没有终

点，没有终点的人，又怎么完成学习的旅途呢？在

新的学期我要在英语上多读；数学上注意仔细审

题；语文上多看课外书、阅读上多练多做。同时，我

认为诗歌是最具有文学特色的，每天读一首新诗。

我坚信：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只有这样，我才能向‘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目标走近一小步。

其次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我要在读、听、记、

练、思五个方面上下功夫。读：要将学习的或预习

过的课文熟读；听：上课认真听，不开小差；记：老

师课堂上的知识要点和课后错题都要载入“记账

本”；练：仔细认真做题；思：课后及检测后反思错

误的地方要及时改正。

最后还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遇到难题，不放

弃、不气馁，多向老师、同学、家长取经。要克服自

己懒惰习性，正如杜苟鹤所写的：少年辛苦终成

事，莫向光阴惰寸功。

从下一秒开始，我就要时刻准备着画笔，给自

己小学最后一学年涂上最美的色彩，相信掌声和

鲜花在不远处等待着我。

愉快的暑

假过去了，我

们又迎来了一

个崭新的学

期。我要好好

规划自己的生

活，争取更上

一层楼。

语文学习

方面，我要多

多练习阅读理解和写作，加强这方面的能力，把零

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多看课外书。数学学习方面，不

仅要稳固基础知识，还要多做一些拓展题，保持思

维的活跃。我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成绩，争取每

天练听力，还要多多拼读单词。学习更自律，做到自

我管理。

除了学习，我得提高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我

还要每天坚持运动。跳绳、打乒乓球、游泳、跑步，每

天至少选一样。

在这小学最后一年的时间里，我会好好和同学

相处，珍惜每一天的时光。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向

自己的目标前进吧！

毕业在即 奋发前行
戴子恒 12岁

科学安排时间扬长避短
罗米雪 10岁

新的征程 新的计划
闻逸帆 11岁

天天锻炼好好学习
张雅齐 12岁

给小学最后一年
涂上最美的色彩

奚钰茗 1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