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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业务全部为虚构，取得的
进项发票全部是“克隆发票”，虚开
普通发票 214 份，涉案金额 770 万
元、涉及 3 省 5 市 48 户企业，持续
接收虚开普通发票长达两年半……
日前，在湖北宜昌市税务局网站上
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
中，宜昌市某化工企业的名称、违
法事实等十分清楚。该公司不仅被
税务部门依法追缴企业所得税、滞
纳金共计 210 万元，其违法信息还
被推送至湖北省信用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的“联合惩戒”子系统，公司
法人代表和财务负责人被法院判处2
年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

2017 年，湖北省税务部门与省
发改委、省信用办等 34 个联合惩戒

参与部门，共同签订了《关于对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的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实施联
合惩戒的具体措施，增加“从严控制
生产许可证发放”“限制从事互联网
信息服务”等10项惩戒措施，惩戒力
度持续加大。越来越多的失信纳税
人受到联合惩戒。

据湖北省税务局总经济师刘卫
明介绍，自2017年1月实施联合惩戒
制度“双扩围”以来，全省税务部门累
计在湖北省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的“联合惩戒”子系统上录入案件258
件，其中公布案件204件。

从公布案件的性质看，204 件
“黑名单”案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案件 151 件，占比达 74%，
体现了湖北各级税务机关打击出口
骗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丰硕
成果。

针对落实税收违法“黑名单”

制度中内外部信息共享不通畅和数
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湖北省税务
局积极参与建设湖北省信用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的“联合惩戒”子系
统，开发应用湖北省税务行业信用
信息汇集系统，通过对“信用主体
失信行为清单”和“惩戒措施清
单”的管理，形成联合惩戒发起部
门和实施部门的互认机制，实现

“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在信用体系的“利剑高悬”下，众

多失信纳税人尝到了“苦果”。目前，
湖北省税务部门依法将3523户涉税
失信纳税人纳税信用判为D级，联合
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等部门惩戒失信
企业85户，其中有12户企业法人代
表被限制部分高消费项目并限制出
境，5户企业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4户企业被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2户企业被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授
信，62户企业在“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资格认定中受限。
目前，湖北已经形成以税收信用

信息数据整合应用为基础，以税收
“黑名单”公布为核心，以信息平台监
管为支撑，以营造诚信社会为目标的
税收诚信建设体系的跨地区、跨部
门、跨领域协同联动、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社会舆论广泛监督的共同治理
格局。全省税务部门通过湖北省信
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将 260 余户次
当事人信息进行跨部门、跨领域推
送，先后发布联合惩戒典型案例 40
余个，破解了部门间“信息孤岛”和

“信息壁垒”难题。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税收信用

管理机制为纳税信用优良的纳税人
提供绿色通道、简化办税流程、出口
退税优先、纳税信用贷等便利服务。
目前，湖北省税务部门已向签约银行
推送企业信用信息 187863 户次，
2516户中小企业获得优惠信用贷款
83.42亿元。

湖北联合惩戒税收违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本报广州8月10日电 记者
庞彩霞报道：8月10日，南国书香节
暨羊城书展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开
幕。据悉，本届南国书香节展览时
间从8月10日起到14日，以“新时
代 心悦读”为主题，展场面积4万
平方米，重点设置了广东出版馆、羊
城书展馆、少儿馆、品牌出版馆、中
国香港馆、中国台湾馆、城市书店馆
和美好生活馆等展馆，展出图书及
文创产品20万种。

多地图书精品齐聚，多地文化
交相辉映，“图书＋多元文化”创新
举措成为本届南国书香节最大亮
点。书香节现场，岭南文化、津门文
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
徽州文化、三秦文化以及新西兰海
外文化精彩纷呈。

据了解，本届南国书香节“名家
讲坛”系列活动，将邀请350多位国
内外知名作家等，举行 260 多场新
书首发式、文化论坛等活动，搭建起
读者与作家面对面交流的桥梁。

由广东省内 20 家出版单位参
展的广东出版馆，专门举办了“新时
代·新气象·新作为——新形势下出
版人的使命担当”主题论坛、践行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迎接改革开放
40周年——《复兴之路——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回顾与展望》新书发
布会等一系列活动。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开幕
展出图书及文创产品20万种

图为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现场。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本报合肥8月10日电 记者文
晶报道：安徽省人民政府近日批准
岳西县、亳州市谯城区、怀远县、
蒙城县等 4 个贫困县区退出贫困县
序列。

据悉，安徽省2017年申请退出
的 4 个县区中，岳西县是首批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4年识别
贫困村 65 个，贫困发生率 30.52%，

到 2017 年底，65 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98%，如
期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怀远县、蒙
城县和亳州市谯城区为省级贫困
县，到2017年底，三县区综合贫困
发生率均低于2%，脱贫人口错退率
均低于2%，贫困人口漏评率均低于
2%，群众认可度均高于90%，所有
贫困村全部出列。

根据中央和省贫困退出机制和
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怀远县、蒙城
县和亳州市谯城区经县级申请、市级
初审、省级核查、审核公示，达到贫困
县退出相关指标。同时，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对岳西县
的专项评估检查，评估结果为“岳西
县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

据安徽省扶贫办介绍，下一

步，安徽省全面聚焦深度贫困攻
坚，确定了三年滚动计划：2018年
实现 70 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700
个以上贫困村出列、10个国家级和
8 个省级贫困县摘帽；2019 年实现
40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剩余贫困
村 全 部 出 列 、 贫 困 县 全 部 摘 帽 ；
2020年实现剩余约10万贫困人口全
面脱贫。

安徽 4 县区脱贫“摘帽”

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
党委、政府驻地院墙东侧约 200 米
处，有一处烈士纪念园。园内安葬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民族解
放英勇捐躯的中共党员、赣东北赤色
警卫师师长祝应龙。

“他留下的壮烈事迹和无畏精
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乡民警，激
发我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抚州市东乡区公安局民警乐涌涛和
同事在祝应龙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排
成整齐的队伍，庄严地举起右拳，重
温“入警誓词”。

档案显示，祝应龙的出生日不详、
籍贯不详，就连名字当中的“应龙”二
字也是根据东乡口音音译而来。1932
年3月5日，赣东北省委决定在东乡开
辟新的根据地，派祝应龙和时任中共
赣东北省委巡视员的邵式平于6月22
日开赴东乡。他们率领800余名官兵，
挺进以珀玕弄里艾家为中心的东乡、
余江周边地区，在弄里艾家村成立了
东乡县苏维埃临时政府。

接连取胜后，赤色警卫师扎营下

湖徐家村。
6月27日，国民党抽调国民党部

队第53师和第5师两个师的兵力，采
取分进合击战术，包围东乡东部地
区，企图在徐家村消灭赤色警卫师。

战斗惨烈，洪水汹涌。当时，敌
人占领了制高点，密集的火力封锁了
交通要道。如不及时组织突围，部队

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生死关头，祝应龙与几位团长

商议，由他带领100余名士兵抢占旁
边一处制高点，压住敌人火力，部队
其余 700 余名官兵由邵式平指挥往
东北方向突围。

在战斗中，一直跟随在祝应龙身
边的新婚妻子壮烈牺牲。面对突如

其来的巨大不幸，祝应龙强忍悲痛，
冲锋陷阵。

为了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从身
边一个已经牺牲的战士手中拿过一
把枪跃出壕沟，冲向制高点要去强抢
敌人机关枪。就在接近制高点时，祝
应龙不幸身中数弹，英勇牺牲。牺牲
时，他手中紧握着枪支，保持着冲锋
的姿态。

战斗中，与祝应龙一起担任掩护
任务的100余名红军战士血战到底，
全部壮烈牺牲（包括1名团长）。赤色
警卫师剩余的700余名官兵在邵式平
的指挥下，向东北方向成功突围。

祝应龙牺牲后，国民党的士兵抬
着他的遗体报功，行至半途，被武装
群众截获，将他的遗体安葬。

祝应龙的英勇事迹被东乡人民永
远铭记，在他牺牲之地，当地政府为其
修建了纪念碑和烈士墓。数十年来，
每逢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有许
多干部群众、教师学生前往凭吊。

文/新华社记者 赖 星
（新华社南昌8月10日电）

祝应龙：舍命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赤色警卫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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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在计生、党建、扶贫等领域要填
的表格少了很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
群众办实事上。”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赴新疆昌
吉州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采访时，昌吉
州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员朱小仓说。

今年5月初，昌吉州按照“能清则清、能并
则并、务实管用、全面压缩”的原则，将原来要求
基层必须填报的表格从313张压缩到21张；同
时，建立了基层填表准入制度，规定未经批准的
表格不得向基层下发填报，切实为基层减负。

据悉，昌吉州对基层 60 项具体工作的流
程、标准和要求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厘清了工作
中把握不准、界定不清、口径不一等问题，为基
层党组织和驻村工作队提供了操作蓝本，推动
基层工作步入标准化、规范化轨道。

“针对基层组织建设和‘访民情、惠民生、聚
民心’驻村工作中标准不一打乱仗、表格过多负
担重、落实情况督促难等问题，我们多措并举增
强基层工作的实效。”昌吉州党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韩万军表示，昌吉州从严控制准入表格，规
范表格下发流程，所有下发到村、社区填报的表
格，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比如，基层党建类表格
须由州党委组织部负责审批，才能下发基层填
写。未经批准的表格，村、社区一律不予填报。

以前，一些涉及农作物播种进度统计、团员
情况统计等表格，由各单位的下级单位或设在
基层的机构填写完成，结果一度转由村、社区人
员填写，增加了基层组织机构的压力，分散了基
层干部办事精力。现在，按照表格准入制度，基
层可以拒填不在必填范围内的表格。

对于填表压力，昌吉市机关工委驻北京南
路街道金融街道社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工作队队员祁天成深有感触：“刚到工作岗位
时，感觉基层填写报表太多，很多部门的表格都
要发到社区填写，重复报、多头报现象严重。每
天有两三个小时填表，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填表牵扯精力过多，其他工作
就要打折扣。填表准入制度改革，实现了基层工作人员回归为民办事属
性。”祁天成说，现在每天花费在填表上的时间少了。入户走访、了解群众
诉求的时间多了，能腾出更多精力为群众办实事。

与此同时，昌吉州启动了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该平台集“提醒预警、实施监督、统计分析、排名定等、跟踪问效”等功
能于一体，对63项工作大数据网络进行闭合管理，即将试运行。韩万军
表示，信息化平台将助推基层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让数据多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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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银监分局积极引领金融信贷助力“三农”发展。图为中国银行
广昌支行工作人员日前到该县旴江镇下湖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了解生产经
营情况，并向种植户宣传金融知识，提供信贷服务。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上接第一版）

三大战略要继续扎实推进

专家认为，三大战略、四大区
域板块协调联动，新增长极增长带
不断涌现，为我国经济开拓了较大
的回旋空间。下半年，要继续扎实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高国力认为，长江经济带横跨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
势和巨大发展潜力，长江上中下游
布局着规模不同的城市群，产业结
构各具代表性，加快长江经济带的
发展，对于全国区域协调意义重
大。下半年，要继续深入推进长江
经济带发展，争取重大政策举措的
落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部
城镇化处处长马庆斌认为，长江经
济带要精准落实好“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激发绿色发展动力。同
时要在“通”字上做文章，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抓好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高国力
认为，目前全国很多省市县都在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下半年各
地要更加理性客观地明确自身的
优势、分工和定位，明确在“一带一
路”中能做什么、优先做什么。同
时各地区要抱团出海，加强分工协
作，避免单打独斗甚至恶性竞争，
进一步促进有序对外开放。

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马庆斌
认为，要抓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同，提
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充分调动社
会积极性。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的同时，还要抓好协同发展中迸
发出的新产业，比如全域旅游等。

更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

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如何
更好地把各地比较优势和潜力充
分发挥出来？

马庆斌表示，在区域高质量协
调发展中，核心是创新能力建设。
要咬住创新驱动不放松，保持战略

定力，总体上紧扣自主创新和自主
开放两个自主性，按照东中西和东
北的区域经济阶段性特点，优化创
新引领、创新紧随和创新后发三大
类型的区域政策。

“下半年，在外部环境发生明
显变化的背景下，区域政策应围绕
高质量的稳。稳是第一要务，高质
量发展是主线。”马庆斌认为，要注
重区域投资的差异性。东部地区
应着力加大对创新平台、设施、传
统产业技术升级的投资，其中珠三
角可以考虑加大区域内粤东西北
与珠三角核心区的基础设施联通，
长三角可继续推进环境治理设施
等。中西部地区要在基础设施建
设上加大力气。如西部地区可以
加大通航和特殊山地交通、特色小
镇与美丽乡村建设等。此外，要注
重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设施联
通建设，增强中小城市对返乡创业
和当地就近就业农业转移人口的
吸引力和承载力，要协调好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

高国力认为，我国地区经济日
益扩大的“南北差距”问题需引起
关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
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调，而经
济增长最快的主要是西南的贵州、
重庆以及东南的广州、深圳等地。

“这是由于北方大多是以原材
料为主的重化工业，南方民营经济
更为发达，中小微企业发展得比较
好，而且找准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新旧动能的转换相对顺畅。”高国力
表示，近两年“南北差距”呈扩大态
势，这将对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形
成制约，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高国力认为，下半年应研究提
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避免各地
在抢人、引进项目等方面的不良竞
争，将更多精力用来改善营商环
境，提高综合配套服务能力。“通俗
一点地说，要把精力放在练好内功
上，而不是盲目跟风，开展抢人大
战，导致落后地方的要素流失更
快，发达地方的要素却得不到高效
使用。”高国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