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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明强调，举办“银税互动”签约
仪式，既表达省委、省政府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心，也展现税
务、银保监和银行金融机构立足本职、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心，同时增强
全省小微企业全力投入复工复产、抗击
疫情冲击的信心。“银税互动”对缓解小
企业融资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想方设法助企纾困，推进银税企合作向
纵深发展。

在“银税互动”签约仪式上，王黎明
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高度重视，健全制
度机制，站在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
保”任务的高度，持续抓好“银税互动”，
为全省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问题；二是完善网络，加快信息共享，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完善“线上银税互动服
务平台”，共同为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
企业发展助力；三是加强联系，不断创
新，解决好推进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和问
题，带动更多的纳税人依法经营、诚信纳
税；四是加强宣传，强化效应分析，创新
宣传方式方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提高“银税互动”知晓面，确保“银税互
动”取得实效。

“建立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共
享交换信息、创新融资方式，实现纳税信
用体系和银行信用体系的有效对接，使
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资
本’，为大量守信小微企业送去源源不断
的资金支持 ，取得了良好经济社会效
应。”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谷剑锋介绍说。“银税互动”推动
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其正向的诚信激励
作用正在凸显。青海省税务局将深化部

门合作，持续从普惠性、便捷性、高效性
等方面提升“银税互动”。一是把“疫情
之危”变为“转型之机”，持续深化“银税
互动”，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越来越多
的企业和纳税人了解“银税互动”，享受
诚信纳税红利；二是把“信息优势”变为

“提速模式”，不断完善“银税互动”线上
服务平台功能，实现“银税互动”全过程
规范化管理，以纳税信息极速匹配模式，
帮助银行精准授信、精准服务；三是把

“柔性服务”变为“硬核实招”，研究确定
可经自然人授权使用的内容，推出“银税
互动”个人信贷产品，盘活自然人纳税信
用资产；四是把“重点扶持”变为“普惠大
众”，加快推进个体工商户纳税信用评价
工作试点，推出覆盖面更广的“银税互
动”新产品。

青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倪金

乾说：“联合举行‘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贷款签约，共同谋划银税合作、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服务经济发展，这是服
务小微企业保市场主体的一件急事，也
是银税合作的一件大事。”今年以来，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青海银保监局强
化监管引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百行进
万企”融资对接，精准提供金融服务，“银
税互动”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4 月末，
62 家银行业机构与税务部门签订了“银
税互动”协议，共推出银税信贷产品 40余
种，银税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信贷产品 11
种，“银税互动”项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7.89 亿元，同比增加 136.48%。全省银
行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服务
质效，强化创新力度，深入广泛宣传，共
同将“银税互动”打造成支持地方实体经
济发展的品牌。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结合第 29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省税务局、省银保
监局联合我行，开展了以‘银税互动’助
力复工复产’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青海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 1-4
月，该行发放“银税互动”贷款 166笔 9.03
亿元，缓解了一大批企业的融资难题；结
合“银税互动”，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推出“复工贷”产品，截至 5 月 17 日
累计发放 909 笔合计 11.59 亿元，全部按
优惠利率执行；开发了“税 e贷”互联网信
用贷款产品，为诚信纳税企业开启绿色
通道，助力诚信企业复工复产。

“‘银税互动’给我增信，让我从之前
的 100 万元增长到 500 万元贷款，真正是
诚信纳税，融资获益。”西宁东方通讯有
限公司法人陈亮说，受疫情影响，公司 9
家通讯终端销售门店、100多名员工需要
保障，维持运营的现金流紧张，青海银行

“银税互动”贷款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青海良杰工贸有限公司法人梁海云说，
企业从事种草、灭鼠、治沙等生态保护工
作，已经连续 3 年使用“银税互动”资金
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压力增大，
本次现场签约贷款 500万元，保障了企业
正常经营和发展，现已全面复工复产。

据悉，2015年“银税互动”启动以来，
青海税务逐年发布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2019 年 5 月，青海税务“银税互动”服务
平台上线运行。企业足不出户便可快速
完成贷款申请；银行可以在线受理申请、
及时授信；税务部门可以在线接收银行
反馈的信贷信息。“银税互动”引导企业
以“纳税信用”换“银行信用”，促进小微
企业依法诚信纳税，初步形成小微企业、
银行、税务三方共赢局面。

我省“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贷款签约仪式举行

“达成意向的 6 家银行与 18 户企业进行贷款签约，彰显了诚信纳税的力量与价值，为‘银税互动’做了很好的
宣传和示范。”5月18日，副省长王黎明在青海省“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贷款签约仪式上致辞。据了解，本
次“银税互动”签约仪式，青海省23家银行业机构与会，工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等6家银行业机构，分别同青海
东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西宁东方通讯有限公司等18户企业代表现场贷款签约，金额4366.4万元。 通讯员 韩世峰 高杰

为了给自己找钱花，他请人吃饭，给人
帮忙，带去种种好处。然而，设下“鸿门
宴”的他，很快被西宁城西警方擒获。

一
李明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

一位农民，最近忙着给庄稼除草，给田里浇
水。

4月 25日晌午，太阳高高升起，李明又
下地干活了。

“李明，李明，我俩耍走。”突然，李明隐
约听见有人在喊他。

李明从声音判断，喊他的应该是发小
刘泉。

“你怎么有车了？”李明抬头，看见一辆
灰色越野车停在田边上。刘泉坐在驾驶员
的位置，手搭在方向盘上，正等他回应。

“新买的，还不错吧？”刘泉说，“我俩去
刘家峡吧？浪走。”

“没钱啊，去不了。”
“我请你，跟我走就行。”
李明再三声明自己没钱，刘泉还是请

他出游。那天下午，两人开着越野车去了
甘肃。

尽管裤腿上还沾着泥土，李明没顾上
换就出发了。两个发小的旅行，就这样从
海东市民和县开始了。

第一站是甘肃永靖刘家峡，第二站是
甘肃酒泉，第三站是内蒙古……五天后的
4 月 30 日，两人已经开车到达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

二
“你们从是哪里来的？要去哪里？请出

示身份证件、车辆证件。”边检民警上前询
问时，李明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走得急，
他啥证件都没带。而他身边的刘泉也表现
得很紧张，说证件都有，就是没带在身上。

边检民警将两人请到路边接受检查。
就在这时，刘泉说肚子痛，他指了指不远处
的小树林，小跑着去了。这一去，刘泉迟迟
没有回来。

而李明也因为说不清楚车辆的来源，
被边检民警移交给额济纳旗公安局刑侦大
队。直到 30 多个小时后，当地民警告诉
他，有人要见他。

“你叫什么？家住哪里？跟刘泉是什
么关系？”5月 2日，在额济纳旗公安局刑侦
大队办案区，几位来自青海省西宁市公安
局城西分局黄河路派出所的民警找李明。

做笔录的时候，李明把从看到刘泉新
买的灰色越野车开始，一直到过去几天旅
行的经历告诉了民警。随即，来自西宁的
民警跟当地警方办理交接手续后，开着灰
色越野车，带着李明回青海。

“刘泉是不是给我‘挖坑’了，他干吗
了？是不是犯罪了？”回西宁的路上，李明
时刻在回忆自己跟刘泉出行的五天时光，
他努力回忆，两人一起出行的路上，刘泉都
说啥了，干啥了。

三
“过去一段时间，我没去过西宁，也没

干过啥坏事，怎么就被你们拉到西宁了
呢？”回到西宁，李明百般懊恼，他反复向
民警询问。

黄河路派出所办案民警给李明做完笔
录后告诉他，警方正在办理一起奥迪车盗
窃案，怀疑他和刘泉有参与作案的嫌疑。4
月 26 日起办案民警从海东市民和县一路
紧跟到了甘肃酒泉，之后追击到内蒙古额
济纳旗境内。4 月 29 日，西宁警方还向新
疆、甘肃、内蒙古警方发出协查，寻找刘泉
的线索。

跟办案民警聊完后，李明得知，和他一
样被警方传唤调查的还有一名男子，名叫
周游，他是海东市民和县一家二手汽车收
购店的老板。

4 月 25 日那天，一名穿黑色夹克的男
子，开着一辆黑色奥迪 A6L 轿车来到了周
游的汽车店。

“收车吗？”“收！”周游闲聊发现，奥迪
车水箱已经出现故障。他得知，奥迪车驾
驶员名叫刘泉，他在朋友的授意下卖二手
车。很快，两人达成一致，奥迪车的售价为
4.4万余元，车辆的行驶证归周游。

那天，刘泉在离开时还跟周游商议，借
周游的一辆车去西宁拿奥迪车登记手续。
于是，周游将他的灰色越野车借给刘泉，还

商定 1.6万元的押金。
此后，黄河路派出所民警调查发现，二

手车收购店老板周游也是受害人，他也被
奥迪车驾驶员刘泉骗了，而被刘泉开走的
灰色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在不断改变，先后
多次在甘肃、青海、内蒙古境内出现。

四
嫌疑人刘泉去了哪里？这是西宁城西

警方在排查中最想知道的。
4 月 24 日晚，刘泉在城西区五四大街

一家KTV请朋友喝酒。25日凌晨，他盗走
车钥匙、行驶证等相关物品，将朋友的奥迪
车连夜开到海东市民和县变卖，此后辗转
甘肃、内蒙古，试图躲避警方。

就在刘泉开车离开西宁的那天，黄河
路派出所已经立案侦查，寻找他的踪迹。
民警调查发现，刘泉从内蒙古额济纳旗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以肚子痛为由消失后，出
现在内蒙古通往甘肃兰州的高速公路上。

5 月 1 日凌晨，载着刘泉的车下了高
速，进入兰州市区。就在他进酒店准备登
记时，被一位民警抓获。很快，办案民警确
定，他就是“4·25”西宁奥迪车盗窃案的嫌
疑人刘泉，还从他身上搜出 8000元现金。

刘泉落网后交代，“4·25”西宁奥迪车
被盗案是他一手策划实施的。除此之外，
他 4月中旬请朋友在民和县一家餐厅吃饭
时，偷走了对方一部手机。4月初，他在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城偷了一部手机。

据黄河路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刘泉，
30 岁，青海本地人，曾因盗窃案被法院判
刑。目前，刘泉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西宁市
公安局城西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
一步办理中。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男子摆下鸿门宴 偷卖朋友奥迪车
本报记者 祁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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