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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频管理全融合，办税便利加速度
——北仑国地税倾力实干优化营商环境

为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税收服务环境，促进国地税联合办税
深度融合，北仑国地税部门积极探索办税服务
厅国地税联合管理新模式，着力打造全市首个
功能最全、标准最高、合作内容最广的联合办
税服务厅。北仑国地税联合管理办税服务厅于
2017年11月开始正式运行，目前共有45个业
务办理窗口，17台自助办税设备，14台网上办
税设备，月均叫号量超过25000个，12366日
均接线量500余个，为全区五万余户纳税人提
供全功能办税服务。借助自助办税“一机全
能”，网上办税“一键处理”，导税答疑“一站
服务”的高效工作机制，推动办税服务水平和
纳税人满意度双提升。

针对国税大厅、地税大厅分别管
理、无法有效同步的情况，北仑国地
税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合作意识、责
任意识，按照“创新模式、整合资源、
规范标准、信息共享”的总体目标，推
动解决了各种障碍，真正实现了“一
厅一窗一人一机”办税。

以理念整合为“发力点”，
国地税管理合力

以《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
范》《全国税收征管规范》《国家税务
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为依
据，遵照法定程序，北仑国地税部门
对办税服务厅业务开展深度融合，制
定《北仑区联合办税服务厅实施方
案》。专门成立办税服务厅联合管理
委员会并实体运作，全面领导北仑区
办税服务厅筹建工作，分解落实共建
工作任务，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
图、任务书和责任人，确保联合大厅
按期顺利推进，大厅运行后统一负责
对外纳税服务、窗口设置、绩效考评、
业务指导、应急处置管理等日常工
作。同时，推进国地税文化的相互融
合，培养国地税一家人的团结氛围。

以设施整合为“支撑点”，
国地税共享资源

国地税部门对办税大厅进行统
一规划、改造升级，将其打造成为“五
个一”标准化大厅，即一台叫号机、一
个电子显示屏、一个综合自助办税
区、一个共用资料架、一个多功能填
单台，确保工作环境高质量、设备运
行高效率。同时，国地税双方改造了
共用自助办税区，集中整合自助设
备；升级国地税共用 LED 电子显示
屏，更好开展国地税联合税法宣传；
整合改造填单台、资料架，提升纳税
人表单填写效率；共用一个智能排队
叫号系统，升级叫号显示屏尺寸。

以业务整合为“立足点”，国地税

重塑规制。
整合举措包括了优化双方核心

征管系统，按需配置窗口人员账号和
操作权限，实现双方系统互用、数据
共享；联合制定应急预案，明确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原则和责任领导，
明确网络终端管理、系统权限管
理、系统保障管理等信息安全责
任 ； 梳 理 明 确 通 办 事 项 ， 按 照

“短、平、快”的原则，将宁波国税
系统 139 项“最多跑一次”涉税事
项和地税系统 79 项“最多跑一次”
涉税事项进行整合，列出北仑国地
税 218 项“最多跑一窗”涉税事项
清单。采用“个别事项特殊窗口＋
复杂业务绿色通道”的办税模式，有
效分流办税需求。确定除车购税、非
居民代扣代缴合同及支付备案、股权
转让、地税减免税及税款缓缴、印花
税代售、异常业务处理等事项分别设
置国税、地税特殊事项窗口和绿色通
道以外，其余涉税事项全部纳入通
办；规范业务差异协调流程，在联合
办税大厅设立五个业务小组，充分利
用业务组长管理和国地税联席会议
制度协调国地税业务差异，对不同
性质的业务差异点进行层层分解，逐
步消除政策盲点和办理差错率。

以队伍整合为“助推点”，
国地税统一管培

联合办税对窗口人员提出了更
高更严的新要求，针对窗口人员“偏
科”的现状，国地税双方迅速抽调业
务骨干组成业务培训小组，对涉税业
务进行全面梳理，确定涉税业务清
单，编写业务操作指南和培训课件，
对窗口人员开展了全业务培训，综合
运用岗位交叉学习、轮流指导、互为
导师等方式，并形成“布置任务—分
头实施—交流反馈—联合改进”的良
性闭环，有效补齐了窗口人员业务

“短板”。

■融合——
全面打通国地税隔断

办税时间显著缩短

“太方便了，只要取一个号，地
税业务、财税银三方协议录入和国
税发票领购，在一个窗口全部搞
定，节省差不多一半时间，为国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点个赞。”王素珍
是中汇税务师事务所的会计，经常
往来办税大厅办理业务，对于联合
办税的省时省力很有感触。

国地税联合办税后，为了最科
学地调配、利用窗口资源设置，北
仑国地税部门还专门设置了“潮汐
窗口”。根据等待人数设置预警等
级，根据预警等级开通不同数量的

“潮汐窗口”，确保有效缩短纳税人
等待时间。北仑联合办税服务厅今
年一季度受理业务超过 120000笔，
比去年国地税各自工作量合计减
少 25%；通过实名办税为超过 9000
户纳税人简化了经办人身份证明
资料的报送；纳税人在一个窗口办
理纳税申报、门征开票等业务所需
时间比原来分别办理减少近 30%，
取号等待时间较同期减少40%。

新办企业“无忧起步”

刚刚落户北仑的新企业——
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赵静与税务人员道别时高兴地
说：“本来想想新办企业办理初始
业务，国地税分别排队连轴转，至
少得要一上午，没想到现在取一次
号一个窗口就帮我把所有事情办
完了，办税效率这么高，我们在北
仑投资兴业真是选择对了！”

赵女士的“喜”得益于联合办

税大厅推出的新办企业“无忧起
步”服务套餐。利用国地税联合办
税的优势，提供一次性办理 10项业
务的套餐服务，涵盖从企业设立到
领用发票的全部程序，今年第一季
度已有 1300 余家新办企业体验该
项新手起步“一条龙”服务，纳税人
的获得感切切实实。

环保税申报“快捷加载”

4月1日，是全国首个环境保护
税征收期的第一天，浙江吉利汽车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从容来到
北仑国地税联合办税大厅办理申
报环保税手续，5分钟左右，刘从
容就从办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
了全市首张环境保护税税票。“环
保税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全新
的税种，刚开始有很多办理上的
疑问，联合办税大厅的干部为我
们手把手辅导办税，在申报上一
项一项指点，很用心也很高效。
帮助企业提高了办税效率、减轻
了办税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
法》于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税法
是我国历史上首个以环境保护为
目标的税种，实行按季申报。4 月 1
日至 18 日是《环境保护税》实施后
的首个征收期，北仑国地税联合办
税大厅开设了环保税绿色通道和
咨询专窗，为全区首次识别认定的
132 户环保税纳税人申报环保税加
载 “快捷键”，提供“手把手”纳税
辅导、“一站式”办税模式、“保姆
式”申报服务，确保纳税人在首个
申报期能够全面、准确、及时申报。

■提升——
有效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放管服”，创新管理
简化办

特别惠及纳税企业的退税业
务在本地即可办理，去年国地税联
合办税大厅共办理行政许可 1.6万
余件，其中国税业务受理 7205 件，
准许 3548件，即办事项达到 90%以
上，100%实现“零超时”。

推行“容缺受理”，改革试错大
胆办。对于纳税人现场提供的非关
键性材料缺失或有误时，在经办人承
诺事后补齐的情况下，实现预先受
理、审查或作出许可决定模式，所缺
资料可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补齐。

着力“互联网+”，深化网
络便捷办

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推
动线上线下办税相结合，打造数字
化办税高速路，着力打造网上办
税为主、自助和其他社会办税为
辅、实体办税服务厅兜底的全能
办税模式。网厅目前实现了网上
申报、网上领票与发票代开、网
上外管证代开、网上完税证明开
具、自行扣款等便民业务，通过
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跑“马
路”，助力办税上“高速”。同
时，在“北仑国税e税港”微信公

众号推出 14 项生动翔实的网厅办
税指南，利用微信服务号的自动
回复功能，完成实时推送，让纳税
人随时获取。

布点“卫星服务”，推动自
助就近办

北仑国地税共用基层服务资
源，推出新矸、大矸、柴桥、小港四
大“卫星”服务点。兼顾有效、便
捷两大优势，前期将发票领取作
为“卫星服务站”的首推项目，
大力分流办税需求。在“卫星”
服务点配置 9 台自助领票设备，
确 保 单 笔 业 务 能 在 2 分 钟 内 完

成，并由“e税港”志愿者在服务
点进行现场辅导和维护，确保纳
税人易学易用，最大程度提速增
效。在自助领票的基础上，在新
矸和大矸服务点加入自助认证、
自助申报和自助开票等功能，丰
富卫星服务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今年第一季度，自助服务点向外
发 售 发 票 3479 户 次 共 计 12.8 万
份，代开专用发票 456 户次共计
3078 份，充分方便纳税人就近办
税。

■拓展——创新跑出服务加速度

北仑国地税联合管理办税服务大厅正式挂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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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国地税联合管理办税服务大厅场景。

在第27个税收宣传月期间，北仑国地税部门充分利用北仑青少年宫税收普法教育流动基地，联合北仑团区委走进华山小学，以多种
形式丰富税法宣传，打开税法宣传全新视角，激发小学生学习税法、了解税法、宣传税法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