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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企业所得税的动态化、可持续
管理，积极构建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的长
效机制，近日，格尔木市地方税务局东城税
务分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
所得税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紧紧围绕企
业所得税管理的总体要求，对辖区内 4 家
小额贷款公司 2016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工作进行后继核查，并利用日常税源监

控、下户核查等手段了解小额贷款公司的
经营模式,掌握业务流程,熟悉核算方式,将
申报表、企业财务会计报表数据与金三征
管系统数据进行比对，建立行业风险预警
指标,通过数据预警发现纳税的异常情况
并加强针对性管理，通过不断努力，小额贷
款公司共补缴 2016年企业所得税 83155.33
元。 (通讯员 文生娜)

为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基础工作，
实现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信息高度
聚合”的目标，年初以来，格尔木市地方
税务局东城税务分局依托市委、市政府
开展的“巩固提升年”活动，及时、有序
地开展税收基础数据修正工作。一方
面学习传达相关文件要求，准确的掌握
工作的内容、方法及数据修正中涉及的
8张表，8个不同方面的问题，同时根据

管户情况，层层分解，做到任务明确，责
任到人。另一方面对数据修正过程中
存在的确实无法关联的纳税人，及时与
市国税局进行沟通，共同对存在的疑难
数据信息进行处理，确保了基础数据修
正的质量。截止 2017年 8月 20日，共比
对修正了 932 户纳税人基础信息数据，
从而提高了税收数据质量，夯实了税收
风险管理工作基础。（通讯员 文生娜）

今年以来，为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
秩序，格尔木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
局依托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和开展“巩固提升年”活动的开
展，多举措并举，加强清理欠税工作力度，
截止目前，共清理欠税 204万元，并依法加
收滞纳金 79万元。

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有效台账。认真
探讨和分析欠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按
规定建立欠税台账，做到清理欠税工作把

控到位。加强约谈，主动讲解税收政策。
及时通知欠税企业负责人来分局进行欠税
清理约谈，督促企业制定具体可行的清欠
计划。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协税护税联动
机制。及时将欠税企业情况向开发区管委
会汇报，与格尔木市财政局、格尔木市国家
税务局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采取相应措
施，形成协同共治欠税清缴的工作合力。

(通讯员 文生娜)

近日，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通过
“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划转了首笔失业
金 3962 元，此次失业金的划转成功标
志着格尔木通过“财税库银横向联网”
平台划转各项规费收入迈出了新步伐
并进入常态化。

此项工作的全面实施，整合了社
保、税务、国库内部工作资源，实现了电

子化操作，拓展了规费缴纳方式，提升
了信息管费水平，大大提高了规费征缴
工作效率，降低了费收成本，使纳税人
在办理规费缴费过程中感受到财税库
银横向联网工作平台带来的高效和便
捷，广大缴费人的满意度大幅度提升。

(通讯员 文生娜)

根据青海省国家税务局、青海省地方
税务局《关于推行实名办税的公告》要求，
格尔木市国家税务局、格尔木市地方税务
局在全面完成前期信息采集的基础上，一
方面完成硬件配置，分别从省国税局和市
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实名认证设备，确保联
合办税服务大厅所有窗口实名认证设备配
置到位，做到了纳税人办理任何涉税事项
时，所有窗口均可进行实名认证工作，无

需进行窗口间的来回推移。另一方面做好
实名认证的宣传工作，通过联合办税服务
厅 LED 屏滚动播放、税企 QQ 交流群、门户
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宣传实名认证
涉税业务的相关事项，增强了广大纳税人
对实名认证工作的认知率和知晓度。经过
不懈努力，2017年 7月 1日，在我市全面推
开涉税事项办理前的实名认证工作。

（通讯员 文生娜）

近日，为深入推行《全国税务系统
内部控制基本制度（试行）》《全国税务
系统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试行）》，进一
步强化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设，格尔木
市地方税务局高度重视，周密安排部
署，组织全局干部开展了以税务系统内
控制度及指引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学习
培训。通过集中学习培训，格市地税局

干部全方位了解了强化税务系统内控
机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下
一步推广使用“内控管理系统、税收执
法风险监控分析系统、行政管理风险监
控分析系统、督察审计流程管理系统、
工作辅助支持系统”的内控监督平台，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通讯员 文生娜)

格尔木市地税局东城分局加强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 格尔木市地税局东城税务分局
夯实税收管理基础

格尔木市地税局规费征缴划转资金迈出新步伐

格尔木市地税局开发区税务分局开展清欠工作

格尔木市国、地全面推开实名认证工作 格尔木市地税局注重制度解读 强化风险管理

海西税务风采海西税务风采

本报讯（记者 燕卓 王晓宁）9 月 11 日，
“北城 7区”杯社区文化节暨广场舞锅庄舞争
霸赛启幕的消息一刊登，仅仅一天时间，大赛
海选第一场已经报满。

“我们想报名参加第一场演出，不知道
还能报吗？”“还来得及吗？我们的锅庄舞获
得过全国大奖，想报名参加这次比赛。”9 月
12 日，大赛组委会报名电话的铃声不停响
起，微信报名平台更是火爆，来自西宁市各
个社区的文艺团队争相报名参赛。此次活
动，除吸引了西海都市报读者艺术团的老成
员参与，还有很多团队是第一次参与西海都
市报举办的广场舞锅庄舞争霸赛。韵之赞
艺术团是第一次参加西海都市报文化活动，
顺利报名之后，领队薛青荣说：“对于比赛，
我们重在参与、重在锻炼，能和这么多广场
舞高手过招，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想通
过这次比赛，把广场舞中蕴含的正能量传递
给更多人。”

西海都市报热心读者沈万成又带着自己
的广场舞团队来参赛，他激动地说：“盼呀盼，
终于盼来了今年的社区文化节，我们准备了
一年多时间，到时候一定要充分展示自己。”

报名期间，还有一些团队想展示服饰。
夏都美服饰模特艺术团成员姚萍珍说：“西
海都市报举办的文化活动特别受欢迎，虽然
我们不能参与比赛，但我们想把最美的服饰
秀在活动中展示一下。”另外提醒大家，还没
来得及报名的团队请不要着急，您可以按照
报名方式，继续参与报名。

文艺团体争相报名争霸赛
“北城7区”杯社区文化节暨广场舞锅庄舞争霸赛海选第一场报满

◎读者朋友，如果您在小区里发现了感人
事、新鲜事、有趣事，欢迎您告诉西海都市报
社 区 联 络 站 ，联 系 电 话 ：13997165075、
18397088518、 13997128047、 18597105830、
13709747400。 (席窗烛)

关键词：证明
一市民反映：家住城南，前几天摔伤住院，

现在准备出院，院方要社区开具摔伤时间、地
点及有关本人的身份证明，可社区工作人员
说没开过这种证明，这该怎么办？

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答复：通过该市民留下的住院手续，委托第三
方调查了解后，清华路社区已开具了相关证
明。 （季蓉）

关键词：公厕
一市民询问：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城市公厕

标志，管理者会受到处罚吗？
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工作人员答复：按

有关规定，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城市公厕标志
和公示相关信息的，由区主管部门或者园区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席窗烛）

关键词：未成年人
一读者询问：未成年人如何申领居住证？
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工作人员答复：按

有关规定，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可以由其监护人、近
亲属代为申领居住证。监护人、近亲属代为
办理的，应当提供委托人、代办人的合法有效
身份证件。 （席窗烛）

本报讯（记者 季蓉）“今年灵活就业
人员社保补贴何时申请办理？”近日，城
西区学院巷社区一居民向西海都市报社
区联络站询问。

记者从城西区学院巷社区了解到，
城西区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于 9
月 11日起至 12月中旬，携带以下资料到
户口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办理社保补贴。

1. 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份；2.养老保险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6份；
3. 医疗保险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6 份；4.
本人小二寸照片 6 张；5. 本人户口本复

印件 3 份（首页及本人页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6. 身份证复印件 4 份、写上手机
号；7. 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及收入证明 3
份；8. 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复印
件 3 份、学信网认证打印件 3 份（高校毕
业生是指 2000 年以后毕业的全日制大
专以上学历的人员）；9.低保家庭需提供
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份（本人享受低
保者才可享受返还）；10. 退役军人需提
供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份；11. 残疾人
需提供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份；12. 中
国银行卡复印件 3 份，复印件上标注姓

名、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
社区主任张顺还提醒辖区居民，需

要注意的是：1.距退休不足五年：女 1967
年至 1972年出生（1972年出生的人员自
出生月份达到满 45 周岁的下一个月开
始享受），男 1962年至 1967年出生（1967
年出生的人员自出生月份达到满 50 周
岁的下一个月开始享受）；对于养老保
险未缴纳的人员不能单独返还居民医
疗；2. 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居民医
疗的均可返还，返还年龄为 55岁至 60岁
的城乡居民。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何时申请办理

本报讯（记者 王晓宁 燕卓）9
月 12 日，“北城 7 区”杯社区文化节
暨广场舞锅庄舞争霸赛启动之后，
不少团队打来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对此，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了大赛
组委会工作人员，为参赛团队释疑。

问题一：第一场海选比赛什么
时候开始？地点在哪里？

答：第一场海选比赛将于本月
16日（星期六）在北城 7区商业广场
（场内）举办。地址：海湖新区海湖
广场北城 7 区商业广场（科技馆与
大剧院之间）

问题二：评分标准是什么？
答：1. 音乐舞感（4 分）：动作符

合音乐旋律；音乐清晰丰满，有良好
的视听效果。动作到位、富有节奏
感、表情乐观自然、动作整齐一致，
能充分展示积极向上的体育健身精
神；2. 精神面貌（3 分）：参赛人员能
较好地展现健康向上、欢乐和谐的
文化特点，具有时代感、抒发健康情
怀，充分展示体育健身风采；3.艺术
表现（3 分）：队形编排新颖、流畅协
调，队形变化丰富，有特色、有层次、

有艺术感染力。服装造型、道具符
合参赛内容和风格，有很好的视觉
冲击力；（比赛采用 10 分制。打分
精确到 0.01 分，去除最高分和最低
分后剩余分数的平均值为该队伍的
评判得分。）

问题三：每个团队可以报名表
演几个节目？

答：可以表演两个节目。
问题四：上报的节目内容有限

制吗？
答：以舞蹈为主，内容健康积极

向上即可。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报名，报名

方式如下：
电话报名：编辑短信 团队名

称+人数+领队姓名+联系电话发送
至 18597105957、15509718035 报名，
或 者 直 接 拨 打 电 话 18697105957、
15509718035报名即可。

微信报名：关注西海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在后台留下所在区县、舞
蹈队名称、领队姓名及电话。

微信群报名：微信中搜索“西海
文艺群”参与报名。

大赛答疑

联系电话
18597105956

社区

广 播 站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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