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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挂牌成立两个多月以来，
全市税务系统上下同欲、同向同
行，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
入、工作再抓实，“改”出了税务
新气象，“合”出了服务加速度。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
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加强党对
税收工作全面领导、夯实国家治
理基础的战略举措，是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两个
月来，全市税务系统相继取得了
市局挂牌、区县 （市） 局挂牌和
征管系统升级“三场战役”的阶
段性胜利。但是从新税务机构挂
牌到制定和落实“三定”方案，
到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
转，再到实现事合、人合、力合、
心合，改革真正做到“瘦身”与

“健身”相结合。
在前一阶段改革工作推进过程

中，宁波税务人足音如鼓、誓言无
声，做到了思想不乱、工作不断、
队伍不散、干劲不减，为改革深入
推进营造了良好氛围，奠定了坚实
基 础 。 当 前 改 革 如 “ 击 水 中 流
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样
的背景下，唯奋楫者方能破浪前
行，无论是进退留转的转身之痛，
还是重塑再造的转型之艰，对于伴
随着改革的每一名税务干部而言，
都是一次忠诚和担当的考验。面对
当前这场波澜壮阔的自我革命，正
是深刻认识到税务机构合并不是简
单的“二合一”，宁波税务部门以

“改好省局树样板”为起点，全面
推动市局机关打造“与时俱进的学
习型、宗旨意识的服务型、解放思
想的创新性、求真务实的效能型、
阳光思政的廉洁型”五型机关，进
而迈向“市县推进全覆盖”。同
时，明确了全市税务系统“抓党
建，提引领；抓四合，提效率；抓
服务，提形象；抓队伍，提素质；
抓文化，提精神；抓改革，提站
位；抓绩效，提进位”的“七抓七
提”工作思路，同心同德汇聚改革
强大合力，同向同行踏上改革全新
征程。

在此过程中，每一名宁波税务
干部必须坚持“讲政治、讲团结、
讲公心、讲规矩、讲担当”，才能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构建优化
协同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上想得更
深，做得更细，行得更实。

第一，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就是最大的政
治，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推动改革，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来，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忠诚于党的税
收事业。充分发挥党委在机构改革
中的政治领导和政治保障作用，坚
决贯彻落实好税务总局和市委市政
府关于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做
到宁波的改革与全国同频共振、同
质同效、同步推进，圆满完成各项

改革任务。
第二，必须珍惜缘分讲团结。

习总书记说过：“团结出凝聚力、
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团结
对刚刚组建的党委尤为重要。新中
国成立以来，国家税制就是集中统
一领导，税务系统从来都是一家
人，无论国税地税都是统一在中国
税务的旗帜下。特别是近年来国地
税合作，实现了执法适度整合、信
息高度聚合、服务高度融合，实现

了“两厅”变“一厅”，改革手牵
手，兄弟心连心。现在机构正式合
并，更是一家人了，一定要自觉维
护好系统的团结、队伍的稳定，做
到多沟通、多交流、多换位、多合
作，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
团结的事不做，共同画好宁波税务
这个最大的同心圆。

第三，必须大道为本讲公心。
如何才能书写好这份改革答卷，税
务总局反复强调两个字：公心。第
一要舍小我而利公，第二要行大道
而为公，第三要尽心力而奉公，第
四要换位思而显公，第五要严纪律
而守公。以上“五心”，循循善
诱，苦口婆心。践行“五心”，就
是要把“大道为公”四个字入脑入
心入行，就是要在推进改革落实中
多站在改革的大局和纳税人的角度
换位思考、推进工作，以大道为公
的理念实现事合、人合、力合、心
合。

第四，必须严守纪律讲规矩。
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把纪律规矩
挺在前面，把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机构编制纪律、干部人事纪
律、财经纪律、保密纪律作为这次
改革的红线和底线。宁波税务人要
自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做在
前，严格落实税务总局提出的“六
个严禁”，即严禁独断专行，严禁
拖而不决，严禁定而不行，严禁拉
帮结派，严禁假公济私，严禁消极
懈怠。

第五，必须不辱使命讲担当。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各级税务领导
干部将切实担起该担负的责任，对
改革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决
策、谋划推动，实现市、区县、乡
镇三级税务机构的全部整合、“三
定”落地。把忠诚作为最亮的湛
蓝、把服从作为最好的选择、把组
织作为最硬的靠山、把落实作为最
真的行动，不讲条件、不打折扣，
坚决服从改革的大局，坚决遵守改
革的纪律，坚决落实改革的任务，
带领全市税务干部打赢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攻坚战。

理念决定方向，信仰决定行
动。宁波市全体税务干部必将弘扬
大禹治水和“挑山工”锲而不舍的
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
怀，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既敢于搏击攀登，又善于开拓创
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
更添新活力，交出一份为全局添
彩、为一域争光、为百姓造福的满
意答卷。

奋楫扬帆谱新篇 蹄疾步稳勇向前

宁波税务开启改革全新征程
动员部署、省局挂牌、市县推

进、“三定”落实……宁波市税务系
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坚持挂图作战、对表推进，确保改
革部署“责任到人、任务到天、日清日
结”，不断推动着机构改革的任务链
条纵深推进，努力实现事合人合力合
心合，蹄急步稳、有力有序推进各项
改革任务，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圆满完成奠定了良好开局。

■凝共识，定任务，新机
构开启改革全新征程

6月 15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
市税务局挂牌成立，顺利进入到了

“市县推进全覆盖”的时间窗口。
“从今天算起，距离我们的区、

县（市）税务局挂牌，只有 20 天时
间，接下来的改革涉及面更广、难度
更大，宁波上下必须奋起迎之，要保
持时不我待的劲头不断推动改革进
程。”在新机构挂牌后，宁波市税务
局党委立即召开会议，部署宁波改
革，把脉宁波实际，宁波税务清醒认
识到人员划转、系统整合、资源储
备、管理机制调整等面临的困境。

按照税务总局的统一部署，新
成立的宁波市税务局党委坚持把
党的建设作为灵魂工程、动力工程
和保障工程来抓，成立以局党委

“一把手”为组长，各党委成员为副
组长的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发出改
革第二阶段起跑令。在党委书记、局
长带领下，宁波市税务局全体领导
班子成员全面开展“包干制”谈心谈
话活动，凝聚全员改革共识；深入基
层一线，密集调研改革发展；坚持推
行局领导接待日制度、每日“零报
告”制度、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等，
以上率下激发全市税务人员投身改
革激情。

在宁波市税务局征管体制改
革作战指挥部，12 幅“作战图”一
字排开，明确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的总目标、施工图、任务书、时
间表，宁波市税务局将组织贯彻实
施 11 大类 105 项 580 余个重要改
革任务，聚焦热点话题，主攻难点
问题，突破薄弱环节，深入推进征
管体制改革在宁波的实践。

■啃骨头，建样板，打出
“组合拳”破除改革藩篱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触及
宁波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税务文
化、税务党建、税收法治等多个领
域深层次问题。改革的各项任务一
环扣着一环，改革期间的困难抓起
一个带着一个。

两个多月来，宁波市税务局打
出了一系列改革“组合拳”，在实践
中总结编制出改革子方案，派驻联
络（督导）组，坚持挂图作战、对表推
进、逐项督查的“三条”可靠经验，通
过自上而下树立改革样板，逐步形
成统一布局、多向突围的整体态势，
跑出了宁波改革“加速度”。

建立“1+11+12+1+4+1”组织
推进工作机制，即成立 1个机构改
革工作小组、11 个具体工作组、12
个联络（督导）组、4个纪律检查组
以及建立 1项督查通报制度。启动

“我为改革献一策”金点子征集活
动，凝聚全市税务人员的智慧，回
应全市纳税人的期待，截至目前征
集到 200多个优质金点子。围绕业
务整合，宁波市税务局分批清理涉
税数据、集中组织业务培训、梳理
分析差异化事项，保证改革期间涉
税业务办理平稳有序。

■重民生，促便利，一批
批改革项目落地有声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在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中释放更多的改
革红利。不论是普通的纳税人，还
是改革的推动者，都在改革大潮中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按照“机构改革、服务先行”的
工作理念，宁波市税务部门积极构
建“网厅为主、自助为辅、实体兜
底”的办税服务新模式，奋力打造
为民便民利民的纳税服务新体系。
7月5日，宁波市各区、县（市）税务
局挂牌当天，全市税务部门初步完
成网上税务局整合，实现涉税业务

“一键登录”“一网办理”。此外，全
市 91 个办税服务厅实现“一窗办
理”，12366 热线平台实现“一键咨
询”。在升级线上“一网”线下“一
门”的办税服务厅的同时，宁波市
税务部门以“机器换人”的思路推
广自助办税模式，通过加强税政、
税企、税银合作，在全市投放 221
台自助办税终端，用更加贴心的办
税服务让改革时间表、路线图的

“白纸黑字”转化为纳税人看得见、
摸得着的满足感和获得感。

“‘没想到办事速度那么快’，
我们同事从税务局一回来就这么
夸赞，可见改革带来的变化不小。”
宁波某公司会计和她的同事们见
证了改革的力量：变“先核后批”为

“先批后核”，削减百万元以下增值
税发票前置审批事项，2017 年，由
于业务量增加，会计提出增加增值
税发票面额、份数的申请，最快也
需要半天时间，还得来回跑；今年
8 月份，公司再次提出申请时，不
到半个小时就一次性办结。

“六争攻坚”行动正酣、“三年
攀高”重任在肩，宁波市税务部门
仍将集结全市定力合力、信心决心
以及各方的智慧勇气，实而又实、
细而又细地把税务机构改革推向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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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
一项系统的工程，牵涉面广，难
度很大。要实现融合发展，重点
就在于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税务
干部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宁波市
税务系统在这方面下了大力
气，通过新颖性、多样性和生动
性的系列做法，抓住领导重视、
中层接力、全员意识三个层面，
注重城乡共建、人合心合、问题
导向等多重成效，确保了思想
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力
度不减、服务不降，对于地方机
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 孔伟英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
实施，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了
机构分立体制机制的困境，为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系
统效能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组
织基础。国税地税机构合二为
一，将进一步顺应经济服务发
展的战略方向，加快税源结构
和征管体制的优化，在保障现
有制造业税收贡献能力稳中有
升的前提下，精准发力，改革
和摒除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体制
性羁绊，充分释放服务业推动
经济增长潜力，激发出倍增的税
收贡献能力。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 谢京华

专家视角

税务机构挂牌当天，税务干部摆出“合”字造型，寓意事合、人
合、力合、心合 （杨宁 摄）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梅昌新 （裘敬 摄）

全市税务干部以崭新面貌积极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戎联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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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着眼完善税收体制、优化政府服务，作出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重

大决策。自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挂牌成立两个多月来，全市税务系统蹄疾步稳、有力有序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顺利实现推动征管体制改革和抓好日常税收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梅昌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