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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刁琳波

“这个项目由山东能源新矿集团与浙江能
源集团共同持股建设，是目前世界单系列规模
最大煤制天然气项目，每年可将675万吨煤，
就地转化成20亿标方天然气输往内地，现已累
计产出合格天然气5 . 3亿立方米。”3月19日，
在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新疆伊犁新天煤化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时丕应说。

类似这样的合作项目，在新矿集团还有若
干个。该集团积极融入到“一带一路”、中巴
电力走廊和环新疆电网建设，与化工、电力等
企业合作，按照同样的模式，在新疆、内蒙古
等地把煤炭就地转化成新型能源。

新矿集团1956年建企，既有老煤企以煤为

基、多业并举的优势和基础，也面临着资源型
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难题和困惑。

从旧产业如何提取新增长，传统产业怎么
转旧为新，新经济怎样聚木成林？面对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大课题，新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若祥表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支援新疆等
国家战略，按照提质增效、增量崛起、减负瘦身、
整合资源的“四条路径”，重点推动项目、区域、
产业等跨界融合，壮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
业，化解落后产能，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切实提高企业发展的高度和质量。

王大卫是新矿集团国际贸易公司煤炭营销
部负责人，他每天都要在新矿电子商务平台线
上审核各单位发布的煤炭线上交易信息。“从
2017年到今年2月份，通过‘互联网+煤炭’，
实现线上交易额2 . 25亿元，增收达到1790万
元。”王大卫说。

新矿集团在业态上跨界融合，创新“互联
网+煤炭”“互联网+物资”等模式，通过大数
据、互联网等，搭建以交易服务、物流服务、
金融服务、数据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线上服务
体系，将新疆优质煤拉到山东，将内蒙气肥煤
打入新疆市场。充分发挥经营平台优势，推进
香港公司增资，设立深圳办事处，新开发了鲁
证经贸等多个新业务渠道，从去年至今，该集
团物流贸易收入400多亿元，实现了跨界经
营，多元贸易增量增收。

契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新矿集团坚
持开放发展，实施区域跨界融合，依托西安、
内蒙、新疆等产业布点，在能源、装备、物流
贸易等领域加快国际化步伐，形成省内、省外
联动格局。新矿集团内蒙能源董事长、总经理
王乃国说：“集团公司加大了在内蒙古的项目
投资、资源转化，一个个煤制油、煤变气战略

工程和西电东输战略相继落地，构建起煤—
化、煤—化—电（热）产业结构。”

新矿集团在内蒙古新开发了陕西晋茂、神
华内蒙古煤焦化等重点精煤用户，与宁夏地区
10多家电力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年供煤量
1000余万吨。并挖掘新疆地区市场潜力，与中
石油达成供煤协议，还与2家直供户和24家市
场户达成购销意向。

与浙能集团共同推进煤矿、煤化工项目合
作进程，与国电投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与华电
国际合作公司共同把项目做强做优……新矿集
团围绕煤炭主业，在产业上跨界融合，推进与
浙江能源、中信泰富、国电集团、中国华电等
电力、化工等企业合作，充分利用优势企业的
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性要素，实现
与合作伙伴文化融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为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了强劲动力。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高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1—2月份全市财政收支情

况近日“出炉”，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全市各级财税部门积极适应财政经济发展
新常态，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尤其是住房保
障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等民生支出项目均
大幅高于财政支出增幅。

进入2018年以来，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在积极
适应财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同时，着力抓征管、
促增收、提质量、保重点，财政收支运行开局平
稳，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记者从市财政局了
解到，今年1至2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 . 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 . 9%。

在重点支出方面，全市各级在加快支出进度
的同时，着力“压一般、保重点”，尤其是一般
性支出得到有效控制，民生等重点支出保障有
力。具体来看，今年头两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增长22 . 4%，比上年同期提高17 . 5个百分
点。各项民生支出达41 . 8亿元，增长16%，比上
年同期提高11 . 5个百分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为75%。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马春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发挥警示

教育作用，3月19日，泰安市纪委监委通报3起党
员干部涉黑涉恶典型案例，分别是：

岱岳区满庄镇黄家庄村党支部原书记田运东
故意伤害案。田运东在担任黄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期间，因华某某以没结清工资款为由住在其承建
的某扬水站管理房内，影响工程验收交接。2017
年5月20日，田运东纠集龚某、夏某某和董某
某，事先准备头套、钢管和手电等工具，将华某
某的左胳膊砸伤逼迫其搬家。田运东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新泰市楼德镇力里管理区党总支原委员、西
城前村党支部原书记吴修伟寻衅滋事案。吴修伟
在担任力里管理区党总支委员、西城前村党支部
书记、镇人大代表期间，因吴某某的家人与人发
生交通事故，找其帮忙调解处理未果。2015年10
月31日，吴某某再次找其调解，吴修伟与吴某某
等人一同赶至医院病房，将2名当事人殴打致
伤。吴修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终止其人
大代表资格，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东平县公路局中和屋业开发公司综合科原科
长韩承锦寻衅滋事案。2015年10月27日，韩承锦
在担任县公路局中和屋业开发公司综合科长期
间，因在县城洗澡时将车停放在该店门口，遂与店
主发生争吵。被人劝离后，当晚韩承锦纠集展某
某、唐某等人回到该店，将店内2名工作人员殴打
致伤，展示架、电话等物品被损毁。韩承锦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开除党籍、撤职处分。

跨界融合、优势互补，新矿集团———

从旧产业中提取新能源

财政收支运行

开局平稳

泰安通报3起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典型案例

广告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魏 燕

“减法”助企业轻装上阵

“税收‘减法’帮助我们一下子节省了6
万元，让企业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泰安慧
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邹媛高兴地
说，国家税务总局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每年
都在增加，从最初的应纳税所得额上限20万元
上调至30万元，去年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将应
纳税所得额调整到50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政府过紧日
子，让企业轻装上阵，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让企业的负
担一降再降。”泰安高新区国税局北集坡分局
副局长崔玉丽说，国务院减税政策出台后，他
们就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宣传，采取“点对点服
务”“面对面辅导”的方式，对每家小微企业
上门进行讲解，解难释疑，确保这项税收优惠
政策落实到每一户纳税人。

去年，泰安高新区国税局辖区内有2700余
户小微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据统计，支
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1261万
元。其中，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间
的8户小微企业减税达47万元。税收优惠政策
的实施，不仅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也为企业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点燃动能转换新引擎

税收“减法”带来的好处是，企业转型升
级有了资本，有了底气。

“上一年度退还税款92万元，这部分资金
缓解了公司压力，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今年
退还税额更大，预计达到100万元。”泰安市
华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张琳说，公司
所生产的新型墙体材料，相对于传统材料更节
能更环保，国家对新型材料给予了大力支持，
公司享受了资源综合利用即征即退政策。

为助力科技创新，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减税

措施，“我们把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梳理，每
个企业的条件不一样，适合的政策不同。”泰
安高新区国税局税政科负责人郭勇说，我们为
企业量体裁衣，让每家企业最大化的享受到减
税政策，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去进行研发和创
新。

泰盈科技是一家现代服务外包企业。2017
年，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在行业内率先开发了
智能语音管理系统、智能机器人服务等多项智
能化应用，不仅实现了企业的技术升级，而且
引领了行业的转型升级，企业也因此收到了高
新技术企业的减税“大红包”。

无独有偶，作为一家以应用软件开发为主
的企业，泰安东华合创软件有限公司通过泰安
高新区国税局全面了解了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策，2017年度国税局为他们办理了软件
产品退税409 . 15万元。公司副总经理郭新民
说：“有了这块发展资金的支持，今年总投资
3亿元的年产500台智能枪弹柜、30套自动化药
房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已经开始建设了。”

去年，高新区国税局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
惠政策减税超过2638万元，有力推动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增值税优惠力

度持续加大，为软件企业减免增值税超过2100
万元。

让企业多走网路，少走马路

说到办税，很多单位的办税人员感到头
疼。这主要是因为审批环节繁琐，让人等得心
烦。记者3月16日采访时，却听到许多企业的
办税人员对泰安高新区国税局的业务提速点
赞。

“现在公司到外地开展业务，只要从网上
办税平台填写申请，国税部门收到审核后，立
即进行审批，我们不必到办税服务厅来回奔波
了。”泰山集团泰安泰山能源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窦桂霞告诉记者，以前办理一份《报告
表》至少耗费一周时间，而现在足不出户，轻
点鼠标就可以完成。

这样的成效得益于泰安高新区国税局全面
推进“互联网+税务”，提高办税效率，实现
了外出经营管理电子化。“实行外出经营管理
电子化之后，纳税人不必到办税服务厅排队，
不仅减轻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也减轻了办税
服务厅工作压力。”泰安高新区国税局纳税服

务科副科长宋斌说，这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
走马路。

“为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我们对涉税事
项办理程序进行全面简化，扩大当场办结事
项，及时处理协调各类涉税服务事项，彻底解
决纳税人多头找、多次跑问题，给纳税人带来
更多便捷。”泰安高新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负
责人孙泉介绍说，泰安高新区国税局将依纳税
人发起的所有事项的受理、调查核实、审核审
批、以及依职权的简易处罚等职能，统一调整
到纳税服务部门，实现依申请涉税事项受理、
核查、审批的一体化办理。现在已有192项依
申请涉税事项通过办税服务厅进行集中办理。

与此同时，泰安高新区国税局推广自助办
税，纳税人可以就近到各分局办理领购发票、
代开发票等业务，办税时间和成本至少降低了
一半，有效解决了偏远地区纳税人的困难问
题，极大节约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实现了纳
税人办税更方便、更快捷的目标。

“今年，面对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好局
面，泰安高新区国税局将继续提升服务意识，
改进服务方式，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吴西峰
说。

税费降下来，服务提上来，优惠多起来，企业活起来

“一加一减”助推动能转换提速
泰安高新区国税局去年支持科技创新减税2638万元，2700余户小微企业获益

◆“税收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

社会发展的‘变速箱’。”3月16日，泰安

高新区国税局副局长吴西峰说，为确保税收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起到支撑作用，泰安高新

区国税局牵住新旧动能转换的“牛鼻子”，

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减税力度，努力做

好征管服务“加减法”，真正实现了“税费

降下来，服务提上来，优惠多起来，企业活

起来”。

随着消费领域老年人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老年人消费问题也随之日益突出。泰安
市消费者协会调查表明，医疗保健、金融理财、旅游出行等领域成为老年人消费问题的高发
区。为了更好地帮助老年消费者维权，泰安市工商局、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律师团与老年大学
共建“消费维权服务站”，3月14日，泰安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上，进行了
揭牌仪式。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张雷 报道

共建服务站

助老年人维权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焦健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22日上午9：00，泰安市水

利渔业局在市政广场联合住建局、公共事业管理
局、泰山区水务局等驻泰城涉水单位，共同举行
集中宣传活动。

今年3月22日是第二十六届“世界水日”，
联合国确定“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为“借自然
之力，护绿水青山”。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
一届“中国水周”，我国确定纪念“世界水日”
和“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为“实施国家节水行
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统筹治理水灾
害为主要任务，以推进各行业各领域进行节水、
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持续
深化水生态文明建设为重点内容，旨在营造全社
会珍惜水资源的法治环境，为建设节水型社会奠
定坚实基础。

珍惜水资源

建设节水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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