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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选择

“以前申领发票缴纳税款可麻烦了，先要到国税局排
队核定税款，然后又要到地税局去排队核定税款，再到
银行排队缴款，将国、地税在银行缴款的回执分别拿到
两家税务窗口后，才能领到发票，没有一上午下来是办
不成的。”说起申领发票、缴纳税款，安吉超亚家具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彩根记忆犹新。缴税烦，接待稽查也烦，

常常是国税稽查人员刚走，地税稽查人员又来上门，还
由于国、地税两家各自为政，同一个体工商户在两家税
务机关进行税收审核评估时，两家均要分别上门，而缴
税定额总是不一样，不仅容易留下腐败空间，而且还造
成税收环境不公平。

如何减少纳税成本、营造公平环境、更加便利纳税
人？2010年起，安吉县在有着全县五成以上企业纳税人
的开发区进行联合办税的试点，按照前台统一、后台分
开、管理对应、联合稽查的要求，实行进一个厅、临一
扇窗、见一个人、办两家事的一窗通办制，在开发区内
的县国税局开设联合办税大厅，对内整合国、地税业务
流程，实行一人一机双系统，即在电脑上安装国、地税
两家征管系统，需要各自审批的业务，大厅前台统一受
理，后台分流操作，企业税收管理方面，同一辖区或同
一管理内容的国、地税管理员安排在同一办公室面对面
合署办公，实现了信息共享，纳税人进一扇门能够办两
家事。与此同时，对纳税人基础信息采集、纳税辅导、
催报催缴、税法宣传等共性工作，一人上门，国、地税
业务统办和联合稽查。

闯出来的新路

“1997 年国税局分设时，全局 135 人，管户 8000 多
户，当年国税收入是9800多万元，而去年管户达2万多
户，国税收入突破25亿元大关，全局也只有144人，如
果不是一窗通办，就是增加三倍的国税人员也难以实现
这样的成绩。”谈起联合办税，安吉县国税局何文刚局长
如是说。

在安吉县财政 （地税） 局梁蕴伟局长看来，一窗通
办不仅精减了双方征收人员，征收成本1+1＜2，更重要
的由于信息共享、稽查同行，财政收入实现了1+1＞2的
效应。在一次稽查中，地税人员发现了一张旅店业假发
票，由于是合署办公，国、地税人员迅即联手，与公安
机关一起顺藤摸瓜，最终查获一起远在河南周口的制售
假发票窝点，涉及国、地税发票336本、面额达2亿元。
在去年全面推广一窗通办的模式后，两家更是亲如一
家，安吉县国税局税源管理四科汪国成透露，安吉一家
企业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欠税 811.12 万
元，在国税局发出责令限期缴纳应缴税款后，地税局同
时停止供应其相关地税发票并收缴其手头尚未开出的空

白发票，限改期内这家企业如数补缴了税款，安吉县地
税局递铺分局徐国华坦言，如果不是合署办公，两家相
互联系的密度、支持的力度、配合的速度不会这么紧、
这么大、这么快。数据显示，去年国、地税通过联合稽
查，共查补税款达到 758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幅达
235.7%。而从 2010 年以来，安吉财政总收入从 23.51 亿
元增长到去年的42.39亿元，年均增长19.7%，居湖州第
一、浙江前列。今年1-8月，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31.24
亿元，同比增长 11.7%，安吉财政收入高幅增长的背后
充分显现出国、地税联合办税的潜力、活力。

合出来的效应

“现在缴纳税款只要在家轻点一下鼠标就行了，太方
便了！”浙江新祥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沈玉娣说。
截至目前，全县5000多企业纳税人有七成以上开通了一
户通，企业在家通过网上申报绑定银行一个协议账号
后，银行到时就会自动转缴税款。沈玉娣所在的企业驻
地是溪龙乡，距县城有半小时车程，而以前国税在乡镇
没有窗口，企业办理国税业务必须到县城来，“一来一去
至少半天就过去了”，而现在由于是联合办税，安吉地税
局在乡镇设有分局，沈玉娣只需 5分钟时间就能到地税
梅溪分局办理国税业务。

县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副科长彭晓建长驻在县地税
局梅溪分局，而梅溪辖区有 470户企业纳税人和 2500多
户个体工商户。“没有彭姐的上门细心指导，企业去年开
业就不会这么顺利，更免不了200多万元税收。”浙江万
方生物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赵甜说，由于企业是去年新办
企业，按照原来的流程至少要两天时间才能办理工商执
照、国、地税税务登记证，现在由于一窗通办，只需提
交一次资料，信息共享用不了几分钟就办好了，最让赵
甜想不到的是，彭晓建发现这家企业所研发的新型枯草
芽孢杆菌是一种新产品，按照税收政策可享受减免税待
遇，于是主动为企业办理了减免税申请，成功减免 200
多万元税收。“这对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赵甜说。

浙江省国税局负责人表示，安吉联合办税新模式既
方便了纳税人，降低了纳税人的成本，提高了征收效
率，又有利于税收环境公平和防止腐败。据第三方机构
测评，安吉纳税人对国、地税的满意率达到了 99.97%，
与联合办税前相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因网上申报、银行扣款没成功，浙江安吉
增鑫竹木制品厂王荣鑫迅即来到设在安吉经济
开发区的国、地税联合办税大厅，只见他随意
走到国税服务窗口，不到一分钟，企业缴纳的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6项属于地方税款，通过刷卡
就全额入库了。

缴纳地方的税款，怎么能到国税的窗口去
办？这源于安吉探索出的“国税地税合二为
一，缴税开票一窗通办”的联合办税新模式，
这一新模式自去年元月一日在全县推广。

安吉打通服务纳税人的“最后一公里”，有
着开创性的意义，值得全国各地推广。

2013 年 9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

克斯坦和印尼时，先后提出了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构想。今年 10月
18日，在中央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一周

年之际，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起点之一的江西景德镇举办了一场“一带一路”

主题活动，其与“china”的渊源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
考。

这里的china首先是“昌南”。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在昌
南 （景德镇） 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昌南土质

好，先人们吸收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制出一种青白
瓷。青白瓷晶莹滋润，大量出口欧洲，在海外很受欢迎。世界外
交史上曾出现这样的趣闻：撒克逊的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曾通过谈
判，用600名魁伟健壮的御林军从普鲁士国王威廉手里换回127件瓷
器。长期以来，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 （china） 和生产瓷器的

“中国”（china） 的代称。久而久之，欧洲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却
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在古代西方的中国地图上，昌南

（景德镇） 是必定标注的中国三座城市之一。因此，可以说，世界认识中
国，从china开始；世界认识china，从景德镇开始。

这里的china当然也是“瓷器”。瓷器同孔子、长城等一样，是中华文
明耀眼的标志性符号。特别是景德镇瓷器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
融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于一体，成为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成为中华民族的

艺术瑰宝。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中，丝织品如今已荡然无存，高档
的茶叶更不可能保留至今，只有景德镇瓷器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洗
礼，越发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2014年4月8日，在香港拍卖的明成化斗
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今天，
全世界的万千家庭都以收藏、拥有景德镇瓷器为富为贵、为耀为荣，景
德镇瓷器成为象征财富的一个世界“硬通货”。

不过，归根到底，这里的china是“中国”。古老的中国，书写了
丝绸之路的大辉煌；今天的中国，正在书写“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传奇。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迎来第一次大开放；以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迎来第二次大开放，那么，现在
中央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正是我国迎来第三次大开放
的历史契机。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扩大开放显得更为重要。越开放，经
济、社会就越发展；越开放，经济、政治就越安全。在
国家新一轮大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江西制定了“发展
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十六

字方针，奏响了全面扩大开放、加快开放型经
济发展升级的时代强音。可以预见，江西

必将在广阔开放的世界经贸舞台上实现
更大作为。（作者系江西省商务厅

党组书记、厅长）

“一带一路”
从china开始

王水平

“十一”长假
期间，江苏边防总队

张家港边防检查站利
用“边检空中巡查器”，对

长江张家港段进行空中巡
视，维护口岸地区治安秩序。
面对江苏边检口岸开放提速、
情况日益复杂、执勤警力短缺等
现实，江苏边防总队在先期试点
的基础上，推出了“边检空中巡查
器”、“4G 船舶外舷智能监控系统”
等新技术，用科技手段加强口岸管
控、减少警力投入。（汤范珑 黄金衔）

针对近期传染病多发的情况，武警边防
部队总医院派出内科、外科和五官科共10多
名专家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深入到边防
派出所、检查站、连队、船艇、海岛、码头
等驻深圳边防基层单位巡诊，为执勤官兵提
供医疗保障和防疫工作。

黄 琦 李焕洲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边防辖区海域治安管控，
严厉打击各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广
东公安边防总队茂名边防支队组织开展为期
三天的清港清湾海上治安专项整治统一行
动，重点对“三无”、套牌、非法改装船舶
和异地挂靠船舶进行了清查，对海上非法
作业和违章运输等展开全面整治，及时发
现和消除海上生产安全隐患。

（陈小飞 朱廷伟）

本报电 （张攀峰、曹学智） 内蒙
古阿拉善盟18万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
区分布着大量的文物古迹、古代墓
群、长城遗址。近日，内蒙古阿拉
善盟边防支队和当地文物管理部门
对边境地区野外文物开展巡查，
并部署了警民共建边境地区文化
遗产保护“草原雄鹰”工程，
严厉打击边境地区盗掘古遗
址、古墓葬、走私文物犯
罪，并发动边境地区群众
广 泛 参 与 文 物 保 护 工
作，在边境地区编制
一张文物保护的安
全网，共同保护

边 疆 地 区 文
化遗产。

江苏“空中巡查”维护口岸治安

深圳“健康护航”一线边防官兵深圳“健康护航”一线边防官兵

茂名开展清港清湾专项行动

内蒙古“草原雄鹰”保护文化遗产内蒙古“草原雄鹰”保护文化遗产

10月22日，在重庆市黔江区中塘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在课间表演向氏武术。
重庆市黔江区中塘乡土家族向氏武术有上千年的历史，集刀、枪、棍、鞭、拳等诸般武术套路

为一体，目前嫡传族人不足10人。2010年，向氏武术被列入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黔
江区中塘乡中心小学被定为向氏武术传承培训基地，把向氏武术定为学生的健身课间操，使这门古
老武术得到较好的传承。 杨 敏摄 （新华社发）

习武健身习武健身
从从““小小””做起做起

棕褐色封底上，毛笔勾勒
出的肖像印在中间。这是国庆和

重阳双节前，家住北京西城区的
百岁老人王光阀收到的特殊礼物：

一本专门为他编写的、名为《西城区
百岁老人口述历史——王光阀》的小

书。这本书，也是北京市西城区社工委
“百岁老人口述史”公益项目的阶段性
成果之一。

9月28日起，北京市西城区万寿公园
东门颐景轩，一堆老物件引来了游客驻足。

烟斗和烟袋、战斗臂章、手抄本、全家福、老
照片……这场名为“西城老人·百年记忆——

百岁老人口述史”的主题展览，所有的物件儿
都来自于9位受访的百岁老人。

热爱摄影的王光阀老人的照片也在其中。这
位从抗战时期起就辗转于兵工厂工作的老人现在

听力不太好，却执意不戴助听器，因为“嫌这世界太
吵”。在经历了在重庆造枪炮、在北京承担苏联援建和

知青儿子因公殉职他乡之后，现在每天遛弯儿散步、上
网下棋的老人，在采访他的志愿者心里，留下了“脸上
挂着淡淡的表情、眼睛一直认真看着对方”的印象。

“青春热血浇伟业，落日霞光染江山”。这就是志
愿者孟金环负责采访的谭老为自己的“个人传记”写
的两句诗。在小孟的介绍里，这位“可爱”又“新潮”的
老人修过路，修过电，配着手枪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

“还遇到过土匪”。但这些，都没有“修桥”一事让他印
象深刻。

原来，按照原定计划，当时桥的造价是3000万元，
但按照国际标准，这样的桥梁安全并不达标。最后，他
们连夜赶出的技术方案，经过层层辗转，最终由周恩
来总理亲自批复，将造价提高到了7000万元。

“老人的过去特别精彩，很多都是我们以前从没
听说过的事。很多细节，当事人不说，可能就湮没在历
史里了。”孟金环说。

小孟的感受，也是西城区发起此次活动的初衷所
在。“我们希望通过口述历史编写‘群众的史记’，挖掘
个体经历搜集群体记忆，最终形成一大批根据西城人

口述制作的‘人文档案’。”西城区社工委书记艾丽对
本报说。

为了采访百岁老人，该项目在全市公开招聘了
许多志愿者，并采用“50后+90后”的配搭方式。主
办方介绍，“90 后”志愿者参与进来，可以更好地
体会历史、传承祖辈美德；“50后”的志愿者则经
验更丰富，沟通起来更顺畅。

艾丽介绍，截至去年底，西城户籍的百岁
老人共有 128 位，老龄化程度位居北京市前
列。此次公
益项目将通
过“个人传
记”的方式
记录百岁老
人的沧桑故
事，形成具
有西城特色
的 人 文 档
案。

再现火热青春 铸就“群众史记”

京城百岁老人口述历史
申孟哲 陈晓旭 潘金凤

再现火热青春 铸就“群众史记”

京城百岁老人口述历史
申孟哲 陈晓旭 潘金凤

前台统一后台分开 管理对应联合稽查

安吉打通纳税服务“最后一公里”
陈毛应

前台统一后台分开 管理对应联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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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口述史主题展览现场图为口述史主题展览现场。。（（网络图片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