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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这是集结号，也是总攻令。

“把困难预估得更严重一点，把情况
考虑得更复杂一点，把准备做得更充分
一点，只能胜，不能败”，常州市国家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的国税人立下了军令
状，全力以赴打好“营改增”攻坚战⋯⋯

“一对一”个性服务

“以前我们对增值税不是很了解，加
上我们银行汇总纳税的业务比较繁琐，
这次税制转换一直比较忐忑。多亏常州
国税干部细致热心的上门指导服务，让
我们不仅知道了如何申报，还知道有这
么多的税收优惠来减轻我们的税负，感
觉很温暖、很贴心。”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的财务主管高华平如是说。

为了让纳税人了解新税制、适应新税
制、获利新税制，市国税局在前期服务需
求调查基础上，对部分重点企业、特殊纳
税人推出“一对一”营改增个性服务。

对于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这类企业，
细心的常州国税一分局税务干部在汇总
纳税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多
家涉及总分支机构的纳税人，告知企业
准备申请汇总纳税所需的所有资料，并
根据企业申请及时进行上门辅导。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总机构设在常州的典型试点纳税
人之一。我们在接到企业服务申请后，
及时组织专家团队研究金融业具体政策
文件，全面梳理出具体可享受的税收优
惠政策，进行上门服务，一并告知、一并
辅导，确保企业对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国税一分局副局长
鞠英说。

“三岗合一”普惠服务

昨天，本该在家纳凉避暑的退休税
干李建荣，仍旧一早骑着自行车赶到钟
楼区国税大厅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披
上绶带当上税收服务志愿者，为全面推
行营改增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老李原是
天宁区国税大厅值班长，现在“二次就

业”后准时到岗已经100多天了。
老李的故事，仅是国税一分局盘活

人力资源的缩影。
在市局的统一部署下，国税一分局

组建营改增工作预备队增援办税厅主阵
地，在认真梳理各部门工作和人员情况
的基础上，从市局机关和风险应对分局
抽调40名“懂业务、懂政策、懂申报”的业
务骨干和年轻干部进行突击业务培训，
增援营改增一线，合理分配在各个岗位；
同步，从一分局后台也抽调了40余名业
务骨干到大厅，当好办税厅的咨询辅导
员，确保“不空岗”，全力以赴保障办税厅

协调运转，减轻大厅工作压力。
为缓解窗口压力，分流办理各类涉

税事宜的纳税人，一分局立足实际，及时
推行“三岗并行”制度，即“导税岗”“预审
岗”“预约取件岗”三岗合一。对于“零经
验”营改增纳税人采取资料预审，对不符
合的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并“一对一”

“手把手”辅导纳税人正确填写相关表格
和涉税资料；对于打印涉税证明、三方协
议签署等用时较少的涉税事项和“预约
取件”模式涉税事项，直接受理，全程服
务；对于清卡、报税、预缴税款、外经证事
项相关事项，不取号直接引导纳税人至

绿色通道办理。减轻前台人员压力，减
少纳税人等待时间，保证窗口持续高效
运转。

互联网24小时畅通服务

据了解，针对此次营改增全面推行，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紧迫、疑难问题
层出不穷的特点，常州国税一分局及时组
建了营改增微信群，对办税服务厅前台、
后台反映的营改增业务办理过程中出现
的疑难问题及时收集，第一时间组织研
讨、实时提供解答、发布权威信息，形成

“前台收集、后台支撑、快速反馈、分类发
布”的良好运行机制，为帮助企业顺利拿
到营改增“红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国税一分局局长崔春林说：“此外，
我们还推出互联网+服务，积极引导纳
税人网上办税、自主办税，配备自助办税
区辅导人员，对确认网上申报的纳税人，
主动推送申报课件和操作指南，确保网
上申报简便、顺畅、高效。”

为了大力宣传“码上营改增”业务，
在各个办税厅显眼位置放置相关宣传展
板，并发送告知短信，力求宣传普及率
100%。针对我市8458户A级信用纳税

人和60173户B级信用纳税人加强取
消纸质发票扫描认证的宣传，帮助纳
税人熟练掌握登录勾选方法，真正减
轻征纳双方办税负担，网上勾选户数
从5月的300多户到6月的3048户。

如今，营改增在我市全面推行 3
个月来，各项工作运行平稳，赢得了广
大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获得了地方
党委、政府的关心和肯定。

用心每一刻，满意每一人。未来，
常州国税人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激
情、务实的工作态度，在百舸争流的税
收现代化建设中破浪前行。

——我市国税一分局营改增工作纪实

用心每一刻用心每一刻 满意每一人满意每一人

沿清潭路、怀德路、劳动路转了一
圈，没有载到一个客人。王成把车停在
会馆浜锦海歌厅门口，想再碰碰运气。

在等客的一众出租车中，他这辆牌
号为苏D8815X出租车的红顶灯特别醒
目，上面有5个字：文明标兵车。这样的
红顶灯，全市 3000 多辆出租车只有 100
多辆有资格用。

凌晨 1 点 40 分，街道空空荡荡，王
成不由自主打了个哈欠，转了转脖子后，
发动了车子，“收工了，不能开疲劳车”。

王成开出租车 15 年，车轮滚过 135
万多公里，没出过一次伤人事故，没出过
一次负主要责任的车损事故，曾连续 5
年没违章、未出险，连续3年被评为市文
明标兵车。

记者夸他厉害，他有些腼腆：“我只
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一一
上月 30 日半夜 12 点，王成送客人

后从牛塘返回。
驶到东龙路与中吴大道路口，接了

一对从大巴车上下来的父子，父亲拎着
一大包行李，儿子只有五六岁，王成下
车，帮忙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牛塘丫河村。”乘客说完，王成掉转
方向，熟练地往城外驶去。他说：“用不
着导航，不敢说100％，99％的路我都熟
悉的。”

乘客对 13 元起步价提出异议。“晚
上11点到凌晨5点是13元起价，其余时
间10元。”王成耐心解释，说可以记下他
的姓名和车牌号，下次同样的路线打的，
如果多收了钱，他双倍退还。

乘客疑虑打消。“是从安徽砀山来的
吧？”王成问。“是啊，回老家的。”记者和乘
客同样惊讶。王成笑着解释说，看到带了
一箱砀山梨，而且大巴车的牌号是皖L。

“晚上拉着行李箱的，多半去车站；
抱小孩的，多半急着去医院。”王成说，夜
里生意不如白天，必须有“火眼金睛”。
比如，晚上看到前面有人边走边打电话，
他会摁一下喇叭，如对方转身停下，那就
是要打的，他就要准备停车；如看了一眼
继续往前走，那他就直接往前开了。

从傍晚6点出车，王成已连续跑了6
小时，这单 32 元的生意，让他小小地兴
奋了一下：“天太热，这几天生意不好，今
天才做了 360 元，希望再碰上几个这样
的大生意。”

王成今年41岁，老家在苏北盱眙县
铁福镇西巷村。1994年，大姐夫从部队
转业安置在常州，王成便跟了过来。
1995年，女朋友易永莉也从老家来到常
州。儿子王瑞出生后，为节省开支，易永
莉带着儿子回了老家。

王成说，本来他没想过要留在常州，
但有了孩子后，想法就变了，“真不想让
儿子回老家”。那时，他在江南春宾馆、
常州大酒店做保安，经常和等客人的的

哥打交道。
“做得好，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随

便做做也有2000多元。”王成听了，心里
起了波澜，当时他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
那可是将近10倍啊。

二二
凌晨两点，中吴大道加气站旁的小

张洗车行。
王成是老客户了，洗车工麻利地冲

水、刷车，又把座位仔细地清洁了一遍。
“他特别爱惜车子，几乎天天洗。”洗

车工说。
“这车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待它好，

它才会待我好啊。”王成付了 8 元洗车
费，又把车开到加气站加满气，再回到小
区停好车，上楼。

轻轻开门，客厅过道上，热带鱼缸旁
的夜灯发出温暖的黄光，映得鱼缸色彩
迷幻。王成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
罐冰啤酒、几盘菜，又打了盆热水，泡着
脚，喝点酒，看着鱼儿游动。这是他一天
中最放松的时候。

而这份惬意和闲情，是这几年才有
的。

1999 年，王成拿出所有积蓄 1000
多元，并向姐姐借了 3000 多元，报名学
开车。车上 6 名学员，他是唯一的外地
人。他包下了所有的夜班，凑时间白天
学车，两个多月瘦了五六斤。

拿到了驾照，却没车开。“我是外地
人，没有房子没有财产，没人敢把车交给
我开。不过不后悔，有技术总会有饭
吃。”王成继续做保安。他性情直爽，时
间长了，就和几个的哥混熟了，2002年，
一名的哥请他开夜班。

“兴奋、感激，我是拼了命地做。”王
成说，夜班从傍晚6点开始，他天天开到
第二天清晨6点。一开始路不熟，挣得没
别人多，他就买了张地图反复看，出车用
心记，后来，常常一个晚上能净赚 100
元。做了20多天，他把保安的活儿辞了。

当年，他就把儿子接到常州上幼儿
园。后来儿子上小学要户口，他在荡南
苑买了一套 80 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子
总价 20 万元，自己只有 5 万元，向亲戚
借了 10 万元，向银行贷了 5 万元。他
说：“第一次欠这么多钱，尤其是欠了银
行的钱，心里没底，压力大得不得了。”

那时，易永莉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

每月要还贷，两人根本没有积余。因为
怕花钱，他们连续 6 年没有回老家过
年。“我每天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王
成笑着说，白天睡觉，晚上开车，整天见
不到太阳。车上放床被子，困了眯会儿
继续开。没生意的时候就去 102 国道，
看见大巴车就一路跟着，希望下客时能
带到人。有时老板白天有事不开车，问
王成开不开，他便24小时连轴转。

“我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一切坏都从
不劳动开始。肯苦，总有活路。”王成说，
埋头苦干两年后，他们还清了银行贷款，
接着又慢慢还清了人头上的债。

三三
早上6点半，易永莉起床，做好早饭

拖好地，7点半出车。
易永莉来常后，一直在市无线电元

件六厂上班。女儿王欣出生后的第2年
她也学了驾照，2012 年女儿上幼儿园
后，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开出租车。现在，
两人都在常运出租公司，合开一辆车。
之前，王成在两家出租车公司干过，因为
是私营车，他没有医保、社保。他们觉得
不踏实，2011年他跳槽到常运出租包了
一辆车，公司给交“五金”。

“那时他出车，我都不敢睡觉，就怕
出事。”说到丈夫，易永莉很是佩服，“他
技术好，2014年还获得全市的哥技能大
赛第3名。”

的哥王坤和他们是同事，他说，王成
夫妻俩开车都稳重，守规矩，服务热情，
连续4年被评为公司文明标兵车，连续3
年被评为全市标兵。

这天中午，亲戚家孩子过百日，女儿
王欣欢呼雀跃跟着爸爸去吃饭，儿子王
瑞不肯去，说要在家修电脑。“儿子内
向。”王成说，王瑞在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读物联网专业，没能考上高中，是
他这个做爸爸的最大遗憾。谈起这事，
王成忍不住哽咽，“就想他考上大学有个
好出路，别像我们这么累”。相比之下，易
永莉豁达得多，她常常劝丈夫尽到自己的
责任就好，再说，儿子现在也很努力，暑假
里还参加了两期学校组织的集训。

去年，王成买了一辆帕萨特，春节开
回去，父母很开心。“他妈常常念叨 4 个
女儿都有车，就儿子没有。”易永莉说，

“公公婆婆都 70 多岁了，我们多回去看
看，尽量满足他们的心愿。”

来常州这些年，王成感叹常州待他不
薄。他现在住的世纪华城 10 幢乙单元
1703室有135.6平方米，是2009年荡南苑
拆迁后安置的；有房有车有工作，知足了。

“无以为报，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
算是为常州发展尽一份力。”夫妻俩加入
爱心车队，曾连续 1 年每周 3 次免费接
送尿毒症患者上医院透析，现在加入的

的哥多了，两个月轮 1 周。他们还免
费给现役军人、残障人士及70岁以上
老人乘车，在路上遇到有急难的人也
常伸援手。

开出租车很辛苦，两人颈椎、腰椎
都落下了毛病。王成说，现在他绝不
开疲劳车，最近想买一副健身器材，在
家锻炼锻炼。

上月 28 日，网约车新政出台，王
成非常关注。“这几年受冲击很大，以
前，我俩每月能挣1万元，这几年只有
七八千了。”他说，网约车是新鲜事物，
的确便利，面对竞争，只能努力做好自
己的事，希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出
租车也有所考虑。 芮伟芬

“我家是怎样在城里立下脚来的”系列报道（9）

夜 与 昼

各位读者，到今天，本报系列报道
“我家是怎样在城里立下脚来的”已全
部刊发完毕。

就在这组系列报道刊发期间的本
月 5 日，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
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国务院一
举出台 10 条具体政策措施，加快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明确要求
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并
且尽快部署。

据记者从我市统计局了解，目前
我市城市化率为70%，也就是说，全市
每100个常州户籍居民中有70人是城
市（镇）居民；而按照“十三五”规划，我
市 这 一 比 例 在 4 年 多 之 后 要 达 到
75%，并且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市外来常住人口目
前约有 100 万人。国家统计局常州调
查队前不久专门作过一次调查，这些
人口中，虽然现在只有 1.7%在我市购
房落户，但是，有 38.3%的人明确表

示：想在两三年内购房落户。
常州城门外，脚步密集，足音铿锵。
相关资料显示，欧美发达国家城

市化率一般在80%，其中，美国已达到
85%。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提高城市化率，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的根本途径，也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
要抓手，更是全面实现小康和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希望这一步
伐，在稳健的同时，能够更快。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代编后

夜深了，王成把车停在这里，想再碰碰运气。胡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