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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雾霾散去刚一周，18 日下午起，京津冀
地区再次雾霾笼罩。雾霾接踵而至，考验着政府
部门应对重污染的能力和治霾决心。

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31个省（区、市）与环保部签署《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立下治霾军令状。一年时间过
去，雾霾仍不断出现。但比雾霾来袭更让人担忧
的，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面对雾霾“英雄气短”。

环保部近日针对上次京津冀地区雾霾的督查
结果显示，虽然京津冀相关城市均按要求开展了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但仍然有不少问题：一些地
区应急工作形式大于内容，难以满足应急要求；应
急机制不顺畅，个别地方政府在应急工作开展和
部门联动上无实质性举措；机动车限行等部分涉
及民生的应急措施难以完全落实；应急响应迟缓
滞后；应急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与现实需
求脱钩。

这一督查结果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应
急工作上是否有为、善为。如果雾霾到来政府部
门仍无动于衷、束手无策或者手忙脚乱，最后总是

“等风来”，难免让人怀疑这些地方政府部门治理
雾霾、减轻污染的决心和能力。

调整结构、减少排放是治理雾霾的长久之计，
应急响应则是尽量减轻雾霾影响的短期必要措
施，远近应兼顾。治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众
所周知，如同一场必须跑赢的“马拉松”，短期内无
法实现根本性好转也在预期之内，但环境保护和
污染治理不能因此而不思进取，尤其在雾霾发生
时，应当有科学的应急预案和有效的落实行动，尽
可能地减少雾霾造成的危害。

地方各级政府对本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
总责，这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原
则。已完成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体现了
加强政府环保责任的倾向。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切
实履行好责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治理
污染。特别是在雾霾重污染区，更应当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的步伐，加强秸秆还田等工作的推进，
减少各种污染物排放。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推动地方政府认真履
行治霾责任，有关部门也应当研究有效的奖惩机
制，以制度激励实干者、鞭策懈怠者，让治理污染、
减少雾霾融入地方干部的考核当中，从而确保治
霾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陈灏）

雾霾治理
不能“英雄气短”

■ 郑彤

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有谣言，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并深受其害。

对于谣言，必须保持“该出手时就
出手”的常态，本着法律法规、社会主义
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社会公
共秩序、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这“七
条底线”，严堵严治。

毕竟，“谣”言惑众背后，多有私利
的诉求与推手，不仅误导了百姓的健康
生活，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譬如，“世界末日”谣言，便伴生着“末日
旅游”、“末日用品”等疯狂的商家噱头甚

至邪教的坑蒙吓诱；“电脑前放仙人掌能
防辐射”的说法，也被证实，经辐射检验
仪检测，仙人掌并不具备防辐射功效。

但须注意，在对这些谣言积极辟
谣、严厉打击的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

“止步”于一辟了之。而是要本着防堵
兼治的目的，通过“知者、智者、治者”互
动互为，求证真相，求解“病因”，追根溯
源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切断谣言传播
的“营养链”，并善于从除谣的过程中发
现问题。

以网络热传的“报警时可通过路灯
杆编号定位”说法为例。昨日，海南媒
体报道称，海口警方工作人员对此进行
了否认，称海口警方目前并不具备根据
路灯杆编号快速定位的能力，也不具备
电话定位能力，群众拨打 110 报警时，
需向接警人员提供所在位置，在对路况

不熟悉的情况下，可以描述所处位置的
环境特征，例如明显的建筑物以及周边
可识别的标志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报警时可
通过路灯杆编号定位”的说法及时回
复，海口警方不仅坦陈了客观条件的不
足，也透露了积极求解快速定位的方
法，如在每个辖区的墙上张贴带有编号
的“报警指示牌”。这些值得肯定。但
是，从海口市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
的，“海口市的路灯都有唯一的路灯编
号”来看，如果各有关部门能够实现信
息共享，对于解决一些群众报警、求助
时的“定位难”，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民声，是社会的观察镜、民生的显
微镜。在重拳辟谣的同时，积极听取民
声，不仅考验着职能部门的责任担当，也
有利于汇集民意民智、纾解民困民惑。

听取民声 积极辟谣

据《华商报》报道，陕西省山阳县一
村委会主任陈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谋
私利，不仅贪污村民的低保款。村民正
常办理业务，如开个证明盖个章等，陈某
也要收取钱财。目前，当地检察机关已
展开调查。

“低保”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线，
亦是困难群众的“生命线”。低保制度执
行得公平公正与否，不仅涉及坊间百姓
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基层的稳定与和
谐，容不得任何利益黑脚的践踏。然而，
在个别地方，由于基层权力的监管失控，
导致好的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最
后一厘米”被“念歪”。

要防治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在
教育、宣传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的
投入力度，让村民们在知法守法的同
时，还敢于、善于依法维权。另一方
面，则需要在制度层面，对基层权力，
在宗旨意识、群众观念、管理能力、服
务水平上加强监管，对那些危害百姓
的“苍蝇”及时打拍，让腐败行为无处
遁逃、无处滋生，形成反腐工作的上下
齐动。这正是：

低保岂是唐僧肉，任由鬼怪伸手来。
垂涎欲滴化蝇虎，强取豪夺化狼豺。
管你千变又万化，清风涤荡扫妖霾。

（文/乐南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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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实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文昌的实践
提示我们，灾后重建要充分调动群众智
慧，让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在一些具体
问题上自己做主

在遭受台风袭击后，文昌一些地方
村民忙于重建住房，从事农业生产的时
间和资金比较紧张，导致部分土地闲置，
未来收入也成为一大难题。为此，一些
村民商量决定，将土地租给农业企业进
行养殖和种植，实现了重建与生产共赢。

这一做法突破了既有的思路办法。
过去不少时候，我们往往更重视，在灾后
帮助农民群众于最快时间把受损的农作
物补种上，把失去的畜牧和渔业产品再养
上。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了群众、
促进了生产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值得
肯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地方灾情

比较重，群众灾后重建的任务很重，无法
投入足够的精力用于恢复农业生产。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机械地套用老思
路、老办法，就可能出现问题。

通过出租土地，让农业企业参与到
灾后重建中来，其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短期看，既能够解决土地闲置问题，让
受灾地区能够吸引到更多社会资源投入
到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中，重建速度大
幅度提高，也可以解决村民的收入问题
——自己的时间和资金紧张，就借鸡生
蛋，通过土地出租和以后进企务工获得
收入；从长远看，企业规模化的生产既能

够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和各种风险的能
力，村民们也能从中学到种养的先进技
术和经验，并在企业的带动下聚集优势，
打出当地的农产品品牌持续增收。这无
疑是灾后重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
个范例，有着一举多得的效果。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文昌的实践提
示我们，灾后重建要充分调动群众智慧，让
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自己做主。毕竟，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
工作千头万绪，各地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如果大小问题都等着政府想办法、做决策，
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对于政府来说，就要

做好引导工作，多牵线，多搭桥，多给群众一
些空间，多给群众一些选择。只有这样，才
能让群众在灾后重建中充分树立主动性和
自觉性，迸发出更多的好点子、好范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真正创造
者。充分调动的群众智慧和积极性，不
只局限在灾后重建一个地方。细翻党
史，由群众自发找到的好路子比比皆是，
这对改革来说尤其重要。当前，我们正
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关键时期，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动群众，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多做尝试，多想新
招。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灾后重建要充分调动群众智慧

@人民日报：遏制土地流转“非粮
化”趋势，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也要
对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种地设限。一
些地方对工商资本下乡大开绿灯，不切
实际调结构，为成规模、树样板，不惜靠
行政命令下指标、赶速度。一片片粮田

改成苗木基地、花卉基地，可是市场需
求就那么大，基地越多，风险越大，一旦
产业垮了，公司走了，最终损害的是农
民利益。

@新华社：“不送礼，不好办”传染
性和危害性巨大，官商依此交往会陷入
一种“沉默的螺旋”，久而久之，“官场
病”将充斥整个权力生态。有效地约束
权力和寻租行为，才能将“不送礼，不好
办”的潜规则纠正过来。

@经济日报：“娱乐时髦病”正在像
病毒一样侵蚀我们的娱乐生活。正能
量的娱乐被冷落，包括电视和电影等艺
术在内，追求感官娱乐和肤浅娱乐的导
演比比皆是，如此一味地消极迎合，必
然带来娱乐节目的低俗、庸俗和媚俗。
一个节目或者电影如果过度追求感官
娱乐，那么必然影响一批观众的娱乐思
想，一个社会如果喜欢感官娱乐，那么
社会的幽默细胞将会出现社会性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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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更少：纳税人报送资
料减少39%以上

流程更优：即办事项达到
50%以上

环节更简：办税环节减少
62%

耗时更短：纳税人到税务
机 关 办 税 次 数 平 均 减 少
47%，平均每户办税时间缩减
34%

推行规范后
的优势：

纳税人
有话说：

本版撰文 怡文

海南国税“九步走”、
纳税服务规范深扎根

为打造地市、县市级通用、具有海南国税特
色的标准化规范体系，全面落实《全国县级税务
机关纳税服务规范》（以下简称（《纳税服务规
范》），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将《纳税服务规范》与
税务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
优势，分九步走在全省国税系统推行纳税服务
规范。

搭架构。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服务规
范》，结合海南国税税收业务和纳税服务标准化体
系，设计开发纳税服务规范应用系统，将《纳税服
务规范》融入税收业务、融入前台操作、融入后台
管理。

细分解。将《纳税服务规范》中涉及海南国税
的172项业务事项，按处室管理权限分解至各业
务处室，确定各业务处室的责任事项，准确界定工
作要求、界定操作标准、界定处室责任。

找差异。各业务处室逐个事项一一比对，查
找海南国税现行业务标准的执行差异和尚未完全
实现的升级规范，在纳税服务规范应用系统中逐
项列示，努力做到资料更少、流程更优、环节更简、
耗时更短。

再优化。删除海南国税现行标准中超出的
报送资料和基本规范，保留现行标准中优化的
流程、减少的资料、精简的规范，增加现行标准
中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化管理、全省通办、提醒警
戒等。

改系统。严格按照《纳税服务规范》的要求，
逐项调整执行差异，修改现有税收应用软件，将
《纳税服务规范》写入信息系统，切实做到操作规
范化、规范流程化、流程信息化。

定岗责。与海南国税的岗责体系相结合，
将《纳税服务规范》落实到具体岗位职责中，加
强前后台业务衔接，注重后台处理对前台服务
的支撑，进一步明晰纳税服务“干什么、怎么干、
谁来干”。

全培训。在全省各市县国税局全面开展全员
培训，省国税局负责师资培训，市县国税局负责本
单位全员培训，培训前台人员操作的同时，加强对
后台税务人员的培训，确保前后台顺利衔接、业务
流程通畅、工作有序开展。

广宣传。在我省主流媒体开设《纳税服务规
范》宣传专栏，通过12366、微信等平台向纳税人
广泛发送信息，印制“办税我帮您”系列手册为纳
税人指引办税，让纳税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受
益在办税中。

实问效。将《纳税服务规范》相关内容纳入纳
税服务考核范围，细化考核指标，加强对业务各环
节、运转全过程的跟踪督办和绩效记录，切实监
督、切实问效、切实追责。

“纳税服务实行统一标准对企业的
发展非常有利，公司财务部门同事不用
再分别详细记录不同市县的办税具体要
求，工作难度大大降低了。”海南金盘电
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为《全国县级
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点赞。

10月1日起，海南省国税局决定将
全省所有地市级、县级国税机关纳入《规
范》的适用范围，让全省纳税人均能得到
具体的指引与帮助，为纳税人提供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

9大类的纳税服务有了规范

《规范》立足办税服务厅的前台服
务，以纳税人依申请的服务事项为主，兼
顾税务机关依职权进行服务和管理的事
项，从管理制度到业务流程，从服务模式
到技术标准，从办税环境到工作用语，都
制定了统一的服务规范，意欲打通服务
纳税人的“最后一公里”。

具体而言，《规范》对税务登记、税务
认定、发票管理、申报纳税、优惠办理、证
明办理、宣传咨询、权益维护和文明服务
9大类的纳税服务规范（包括基本规范
和升级规范）进行了明确。其中，基本规
范是县级税务机关必须做到的基础性规
范，升级规范则是对县级税务机关服务
要求的提升和服务发展方向的指引。

推行以来，海南省国税局高度重
视，深入理解推行《规范》的意义和本
质，把推行《规范》作为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最后一公里来走，是海南国税
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具体
措施，是切实贯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
的具体体现。

海南国税今年已对《规范》进行责任
分解、开展培训、启动宣传，保证了《规
范》的顺利推行，确保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落地，有效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和税法遵从度。

丰富服务形式
为规范插上翅膀

叮铃铃，叮铃铃……

“您好，这里是儋州国税局，有什么
可以帮您吗？”

“国税局吗？我要办理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
税，你们的微信上说，不用提交证明符
合一般纳税人简易征收的相关材料
了，是吗？”

“是的，请您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准备
资料就可以了。”

自从9月28日儋州市国税局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宣传推行《规范》后，类似
的电话办税服务厅咨询岗的吴菊丽不知
道接到了多少个。

据介绍，为了方便纳税人及时了
解情况，儋州市国税局不仅第一时间
通过办税服务厅的公告栏和 LED 屏
幕对纳税人进行宣传，还把纳税服务
规范的要求和现行税收业务标准之间

的差异通过微信平台告知纳税人，例
如取消报送的附列资料和减少的办税
环节，而且纳税人只要在回复框里输
入某项涉税业务名称，就可以收到相
应的办理信息。自从推行纳税服务规
范以来，纳税人纷纷在微信上点了

“赞”！
海口市国税局充分利用 12366、

税企通、门户网站、微信平台等开展
宣传，使纳税人了解《规范》、受益《规
范》。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税局全面推行全
职能窗口，每个窗口都可以办理税务登
记、发票发售、纳税申报等多项涉税业
务，涉税文书也实现了内部流转，做到了
真正的“一窗式办结”，为规范服务插上
了翅膀，纳税人不再“多头跑、多头找”，
办税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年底前
国税涉税业务实现全省通办

不仅如此，海南国税还充分利用海
南“省直管市县”、“船小好调头”的优
势，经过大量调研和充分论证，拟于
2014年11月1日起，在保持户籍、税款
级次、业务事项、办理流程不变的前提
下，突破属地管辖的限制，将除法律法
规或税务总局文件明确规定由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业务外的所有涉税
业务实行全省通办。

对此，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志十分期待：“到时候公司财会部
门的同事在处理其他市县的业务时就不
需要到处出差，在海口的办税服务厅就
能办好，大大节约了公司的管理成本。”

10月1日起，海南国税全面实施《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

海南国税打通服务纳税人的“最后一公里”

海口纤时尚贸易有限公
司的会计小杜：以往办税常
常是众口纷纭，有时对同一
项业务的办税要求并没有
一个统一的标准。但现在
自从实施纳税服务规范后，
每一项服务都可以像查询
电话号码一样，找到涉税事
项办理的流程图，明确需要
报送的资料和办税流程，心
里也有底了，大大节约了办
税成本。

海南嘉骏陶瓷商行林平
说，希望国税能将规范化服
务作为工作常态，真正为纳
税人提供流程更优、环节更
简、耗时更短、效果更佳的规
范服务。

纳税人在海口市国税局海甸大厅咨询纳税服务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