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王修齐）近日，有莱阳市民
拨打政企通“12345”热线，咨
询企业注销工商登记后是否需
要补交非正常户税务罚款的问
题。

据该市民反映，其去年7
月 1 日在莱阳市注册某大药
房，因面积不足没有营业，同
年 12 月 左 右 注 销 工 商 登
记。今年 8 月 5 日收到税务
电话，说需要办理税务信息
注销，该市民到莱阳市政务
大厅税务窗口办理业务时，
工作人员表示其有税务登记
信 息 且 未 报 过 税 ，要 求 交
600元罚款。

无独有偶，招远市某居民
在 2010 年注册了公司，2012
年进行了工商注销，但是没有
进行税务注销，2021年7月27
日税务部门联系该市民，告知
其公司是非正常户注销，要罚
款600元，该市民就罚款问题
向政企通“12345”热线打来求
助咨询电话。

在政企通“12345”热线接

收到该问题之后，立即将此类
问题根据部门职责分派给莱阳
市税务局和招远税务局。

经莱阳市税务局调查，
在税务局查询金税三期系统
中，该纳税人的信息于 2020
年 11月 3日由市场监督管理
局系统自动导入到税务系
统，金税三期系统内自动产
生税务登记和税费种认定，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因有税
费种认定连续3个月未申报，
金税三期系统于2021年 7月
1 日将其自动认定为非正常
户。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山东
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山东省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
行）》的公告（2020年第3号）
规定：逾期未申报转为非正
常户的，对个人（含个体工商
户）处罚款三百元，对法人或
其他组织处罚款六百元。

招远税务局第一时间也
进行了调查处理，根据相关规
定：对逾期未申报转为非正常
户的企业，对法人或其他组织
罚款600元。

税务逾期未申报
或将被罚款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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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底，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听取审议并讨论了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山东
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
况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我市依法护
侨工作，同时也提出了改进提升意见，成
为今后提升我市依法护侨工作的目标和
遵循。

侨法“一法一条例”是依法护侨的法
律依据，也是开展统战侨务工作的政策基
础。为做好侨法贯彻落实和宣传普及工
作，近年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通过组
织开展侨法宣传周、侨法主题宣讲、侨务
政策知识问答等系列活动，不断扩大侨法
的社会覆盖面和认知度，形成了全社会学
侨法、懂侨法、用侨法的良好氛围。为增
强侨法学习宣传实效，近日，围绕侨界群
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记者通过问答的
形式向市委统一战线部相关科室负责人
了解了侨法的主要内容、侨务基础知识和

侨务政策。
问：侨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侨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山东省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条例》，简称“一法一条例”。《山
东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条例》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并结合
山东省情出台，是我省实施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的准则和指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强化了侨务工作基
本原则，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应当遵
循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和根据特点、适当
照顾的原则；二是明确了华侨在国内的身
份证明和权益保护问题；三是保障了华侨
子女、三侨考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华侨子
女在其国内监护人工作地或者居住地接
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应当视同当地
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四是细化了归侨
侨眷出境探亲的权利；五是明确了出境定
居归侨侨眷养老金领取、回国就医、养老

保险等权益；六是将改善侨界民生的诸多
举措法制化以及为归侨、华侨科技创新人
才提供便利。

问：华侨、归侨、侨眷身份如何界定？
答：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

民。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侨眷是
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包括华侨归
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以及同华侨、归侨有五年以上抚养关系的
其他亲属。

问：华侨持护照证件都享有哪些便利
化应用？

答：华侨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与国内居民身份证具有同等身份证明效
力。华侨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电
信、社会保险、财产登记等事务，需要提供
身份证明的，可以凭本人护照证明其身
份，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认可。近年
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积极推动华侨护
照便利化应用政策，加强政策对接落实和
调研督导，华侨持用护照在我市办理酒店
住宿登记、电信入网、企业注册登记、网上
办税、道路水路实名购票等20多个事项
均实现了便利化应用。

问：“三侨”考生的升学照顾政策有哪
些？

答：根据《条例》第十七条归侨学生、
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报考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和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时录取分数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问：侨界群众扶贫救助有哪些政策？
答：对男年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周

岁且无养老金、退休金收入或者孤寡残
疾、患有重大疾病的归侨，当地人民政府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经认
定符合贫困归侨标准的，由所在县市区财
政按照每月150元进行补助。

问：华侨如何申请回国定居？
答：由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负责办理；符合定居
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有关
手续。2019年1月，我市华侨回国定居审
批划转市行政审批局办理，统战侨务部门
负责业务咨询和事中事后监管。

为进一步提高依法护侨成效，市委统
一战线工作部下一步将对照侨法“一法一
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加大侨法宣传贯彻
力度，深入实施依法护侨能力提升计划，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精准服务、高效服务，
不断提升侨界群众在我市的获得感、体验
感和满意度。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整理

贯彻侨法 精准高效服务
我市提升依法护侨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9月16日，本周四上午，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王松杰将到12345政务服务
热线接听电话，市民有啥相关问
题可拨打热线进行对话。

9月16日本周四上午为烟台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接听日。接电话时间为上午9:
00-10:00。

有关受理范围。烟台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职权范围内且
属于烟台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
理范围的各类诉求，包括：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公用

事业商品和服务价格及行政事项
性收费等领域。

记者了解到，本次接听电
话活动的受理方式是接听电话
渠道的市民诉求，不接待来访
人员。超出受理范围的来话，
由 12345 热线工作人员按常规
程序处理。因来电较多接听电
话的单位负责人未能接听的诉
求，由 12345 热线工作人员详
细记录后，按常规程序处理。
接听期间，对来电人个人信息
要求保密处理的，由 12345 热
线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后，按常
规程序处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炎热的夏季刚刚过去，今冬供暖已经拉开
帷幕。记者从烟台500供热有限公司了
解到，今冬供暖缴费已经开始，其他供暖
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收费标准为23元/平方米

工作人员介绍，本年度居民住宅供热
价格以建筑面积为计费单位，收费标准为
23元/平方米。采暖费缴费时间至2021
年10月31日。若本年度物价管理部门出
台新的收费标准，则按物价管理部门调整
后的价格执行。

市民记准自己的16位供暖编码，通过
以下多样化、智能化渠道缴费，可方便快
捷缴费。可以关注“烟台500供热有限公
司”微信公众号在线支付；通过500供热
区域内的烟台银行各营业网点缴费；通过
烟台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的手机银行、网银缴费；登录华能热力用
户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hngec.
com.cn）网上在线支付，目前支持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在线支付；通过微
信、支付宝中的生活缴费在线支付；通过

“烟台一手通”中的“云缴费”在线支付。
市民缴费后开据的发票为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银行柜面只提供500供热
有限公司认可、银行盖章确认的采暖费收
费单据。用户缴费后可凭提取码通过500
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华能热力用户服务平
台自行下载打印发票。

目前500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已将收
费通知及供暖编码提示张贴到单元楼下，
请用户留意查看，方便缴费。

报停开通可以在线办理

此外，报停开通也已经启动在线办
理。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可以关注500

微信公众号在线办理支付、用户服务、
电子发票、报停和开栓等业务。办理报
停开通业务时，分户系统点“供热服
务”，选择需要办理的供热业务，输入姓
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信息后点

“提交”，流程完毕；上供下回系统点“供
热服务”，选择需要办理的供热业务，输
入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信息
后在“是否自装（拆）”选项中选择“是”
或“否”。选择“否”，便由500供热公司
负责拆装，工作人员上门拆装时用户扫
码支付拆装费。选择“是”，由用户自己
拆装，供热公司上门验收。点“提交”，
流程完毕。提交后，市民需签订电子版
开栓协议书点击“阅读并接受”，提交成
功，流程结束。

工作人员提醒，目前500供热公司正
全面做好供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本年度
要求开通或暂停供热的用户，需于2021
年10月15日前办理相关供热手续,请用

户抓紧时间办理。

注水试压工作即将启动

500供热公司主管网注水试压工作将
于9月20日启动。同时，二级站试运、二
级网的注水试压工作也相继展开，请用户
留意配合。目前正在准备富甲逸品、润鼎
家园、南尧新都汇、山海家园、桃源壹品、
君悦湾、橘子洲等二级网的注水试压工
作。10月底将完成所有二级网的注水试
压工作，为供暖做好准备。

为方便市民，试压前几天，工作人员
会把注水试压的通知张贴在每个单元楼
口，请用户近期留意查看，试压期间请用
户家中留人配合。由于注水试压期间，会
出现一些用户家中漏水、支线漏水等情
况，由此带来的维修工作会临时延长或更
改试压时间。所以具体试压时间还需要
以试压通知为准。

今冬供暖开始缴费
500供热公司主管网注水试压工作将于9月20日启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实习记者 吕金
滙 摄影报道）近日，有市民向“烟台政务
热线12345”反映，招远市梦芝街道城西
王家村内有厂房用泡沫钢板搭建，属于违
建。9月10日，烟台民意通记者与“烟台
政务热线 12345”督办员实地进行了采
访。

烟台民意通记者与督办员于9月10
日上午赶到招远市梦芝街道，发现这间厂
房位于“金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院内，主
要用于生产和堆放机械零配件，面积约
1000平方米。从外部来看，这间厂房的围
墙底部由砖与水泥浇筑而成，蓝白钢板搭
建，外观较新。

梦芝街道工作人员表示，街道规划办
公室已经于8月下了整改通知书。该公司
孙姓负责人表示，搬迁设备和货品需要时
间，新建厂房未完工，承诺10月8日之前

整改完毕。梦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丛玮
表示，办事处方面可以提供助拆服务，如

果10月8日还未拆除，将会通过司法程序
强制执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
报道）9月12日，芝罘区孙先生向“烟
台民意通6601234”反映：烟台四中
门前博雅路转弯处有个大坑，9日上
午开车途经此处时车轮胎陷进坑中，
导致轮胎报废。“这个坑位于路口拐
弯处，是视线盲区，每天接送孩子上
下学，车流量很大，非常危险。”孙先
生说。

昨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芝罘
区博雅路，该路段拐弯处有个长约2
米、宽0.5米的大坑，坑内裸露出来
的钢筋格外显眼，坑底处有污水流
过的痕迹。此时，该路段车流相对
较少，但还是有车辆从坑边经过，虽
然车主减慢车速但看起来还是非常
危险。

“这个路段是烟台四中学生家长

每天必经路段，早晚上下学时车流量
很大，确实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附
近群众表示。

随后，记者致电芝罘区综合执法
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将第一
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有关
情况，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会及时协
调有关部门进行修复处理，保证行人
车辆安全。

昨日下午4点，芝罘区幸福街
道办事处市容环境管理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致电烟台民意通表示，群
众反映的博雅路存在大坑问题已
经协调有关部门进行了修复处理，
目前已经修复完毕。随后，记者再
次来到博雅路，看到路面大坑进行
了水泥封堵处理，车辆可以正常通
行。

违建厂房迟迟不拆 现场督办承诺整改
违建方表示10月8日前整改完毕

芝罘博雅路这个大坑挺“坑人”
经烟台民意通协调已进行修复处理

有啥问题您来问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明天接听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上接第一版）抓县域促赶超。记
者了解到，围绕烟台市委《“1+233”工作
体系》确定的重点任务，海阳市研究制
定了“123”的落实方案体系。

“1”即确定一个总体行动方案。锚
定三年内综合经济实力迈入“全国百强
县”的奋斗目标，对标莱西市，制定完善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分解任务目标，细化赶超举措。

“2”即配套两个实施意见。制定
《关于建立产业链链长制推动招商引
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清
洁能源、航空航天、现代海洋、高端智
造、毛衫针织、文旅康养、高效农业 7
大产业链条，“一链一策”、精准发力，
力争年内再新引进投资过 5000万元
项目10个以上，其中过亿元项目5个
以上。制定《关于清洁能源示范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加快推动核能综合
利用、海上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
清洁零碳能源发展，推动绿色低碳建
筑、绿色低碳交通体系、“负碳”乡村
建设，积极争创全国首个“双碳”示范
城市。

“3”即做细三个专项园区规划。编
制完善《东方航天港产业园空间规划和
产业规划》，构建“一心、二轴、三区、多
组团”的空间布局，打造集研发、制造、
发射、应用、配套于一体的商业航天产
业体系。编制《丁字湾“双碳”智谷发展
规划》，规划构建“双碳”产业博览馆、碳
交易所、“双碳”产业区、办公科研区、教
育培训区、生活配套区等“一馆一所四
区”布局，聚力将其打造成胶东经济圈
融合发展先行区、国家首个零碳产业示
范区和中日韩新能源合作先导区。编

制《海上风电产业园规划》，坚持以海上
风场带动陆上基地，力争到2023年形
成500万千瓦海上风电整机制造能力
和100亿元销售规模，打造胶东半岛海
上风电集聚区。

快马加鞭

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早结硕果

百舸争流千帆竞，敢立潮头唱大
风。如何在新赛道的冲刺阶段，创造出
更快的“海阳速度”，更精彩的“海阳面
貌”，更辉煌的“海阳篇章”？

答案只有一个字：“干”。
眼下，海阳全市上下正聚焦清洁能

源、航空航天、现代海洋、高端智造、毛
衫针织、文旅康养、高效农业七大产业
链条，链长、链主、链办“三链”联动、精
准发力，加快构建结构优、体量大、效益
好的现代产业体系。

详细谋划“招商地图”，综合运用登
门招商、线上招商、中介招商等手段，金
秋时节的海阳再次掀起新一轮招商热
潮。力争年内再新引进投资过5000万
元项目11个以上，其中过亿元项目2个
以上……新目标催人奋进。

要素跟着项目走。硕果累累的九

月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时期，海阳把
81个省市县重点项目作为重中之重，正
快马加鞭全力保障项目序时推进、早结
硕果。

冲刺新赛道，大抓落实、实干快干，
需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执行力。

鉴 于 此 ，海 阳 市 建 立 起 一 套
“234”抓落实机制。“2”即两个推进体
系。建立起全市“双重点”工作和“重
点攻坚”工作挂图作战“双推进体
系”，每项重点工作均明确一名责任
市级领导、一个牵头市直部门、配套
一个专班，盯紧靠牢，跟踪落实。“3”
即三项通报。每月下发一次“双重
点”工作督查通报、重点攻坚工作“红
黄蓝”通报，结果计入干部执行力档
案。“4”即“四个一”的工作调度机制，
每半月一次现场会、每月一次问题分

析会、每季度一次点评会、每半年一
次观摩评比会。

“我们既要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逆水
行舟、迎难而上，更要在保持发展定力
中把握机遇、乘势崛起。全市上下要以
决战的姿态和冲刺的速度，众志成城、
上下一心，全力打赢全年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攻坚战。”海阳市委书记刘宏
涛的号召掷地有声。

锚定跻身烟台“第一方阵”、跨入
“全国百强县”，作为烟台南向开放的重
要窗口，海阳市正围绕这一奋斗目标，
紧起来动起来跑起来，矢志不渝迎难而
上，百折不挠乘势崛起。配套完善的产
业集群快步崛起，一幅幅转型发展的壮
美画卷映入眼帘。全市上下你追我赶、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令人耳目
一新、备感振奋。

务实干 一流干 高效干

违建厂房违建厂房。。

路面大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