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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港城，凉意渐深，暑气将止。
距离6月 28日那个让人心痛的日

子已经过去90天了，人们对原芝罘区
税务局税政一股股长孙杰的怀念之
情，却未随着暑气消散。再次推开那
间他吐尽最后一口蚕丝的办公室，斯
人已去，只有阳光照样打在他倒下的
那把椅子上。

坚守税政岗位42年，他仅在儿子结
婚时请过半天假，连做胆囊手术都是抽
周末时间。他总是最先到办公室最晚
走，把全部精力用在钻研税收政策为企
业解惑减负上。他浓缩的一生，活成了
税务系统的“活字典”，活成了纳税人心
中的“好公仆”，活成了当之无愧的“燃灯
者”，燃尽自己，照亮世界。

一本有问必答的

“活字典”
在芝罘区税务局的同事眼中，孙杰

是烟台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进出
口退税等税种政策的权威，堪称“活字
典”。只要是货物劳务税方面的问题，
他都能给出最权威的解决方案；特别是
遇到新政策出台、旧文件调整时，他会
逐条钻研，总是全局第一个把政策吃透
的人。

2016年，国家推行“营改增”，一时
间相关政策一个接一个地出台，让很多
企业财税人员感觉“头大”。“很多政策
我们都吃不透、拿不准，搞不明白就来
找孙杰，他一点架子都没有，每次都耐
心解答，政策的出台背景、条文内涵、
前后政策有效期节点统统都解释得非
常清楚，说他是税政‘活字典’毫不夸
张。”银都实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李
淑美跟孙杰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不
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他都是有
问必答。”

芝罘区税务局毓璜顶税务分局局长
王黎跟孙杰共事三十多年，最佩服的就
是他忘我的工作状态。她说：“要吃透层
出不穷的税收政策，再给纳税人缴费人
讲明白并指导具体的申报工作，需要付

出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每个人都能
做到，这是一种平凡中的伟大。”

1979年11月19日，是孙杰职业生
涯的起点，这一年他16岁。“我俩同年
参加工作，各由一个师傅带着入门。孙
杰不停地向他的师傅请教各种问题，非
常认真，那时起就满满钻研的劲头。”同
事张海津回忆道，“我的师傅张宽厚是
位老革命，评价孙杰时说过，‘这个孩
子，特认真、特负责，将来一定是把税政
好手。’”

42年如一日，孙杰用奋斗擦亮了人
生底色。作为我国历次税制改革的亲历
者、参与者和实施者，他就像一部税收工
作的“百科全书”，凭着过硬的业务素质，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曾当面撕碎
不法分子托关系开据的虚假发票，为国
家挽回税款几十万元。他深入调研，编

写了十几个行业的风险防范指引。

一个众口称赞的

“好公仆”
2021 年 6月 28 日，一个周一的早

晨，跟孙杰同一个办公室的林汝秋，像往
常一样径自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习惯了
孙杰总是最早一个来最晚一个走，同屋
的人从来都不带钥匙。然而这次她却没
看到孙杰，只看见桌上铺展的书和材料，
她以为孙杰打水去了，她也去打了一杯
水，再回屋发现他的椅子倒了。走过去，
才发现孙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由于心源性猝死，孙杰的生命定格
在了58岁，定格在了他奋斗不息的税政
岗位上。听闻孙杰去世的消息，常跟他
打交道的企业财税人员都扼腕叹息：我

们失去了一个人民的好公仆。
“这不仅是烟台税务系统的损失，更

是我们企业的重大损失！”瑞康制药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曲成辉发自肺腑地说。

“真是太舍不得他走了，从孙杰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习惯了有不懂的税
收政策就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真心替
纳税人着想。”烟台善吉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曲明华告诉记者。

除了惋惜，张裕集团财务负责人郭
翠梅最大的感受是内疚，“我还欠他一碗
方便面呢！”

去年5月底，已下班回家的郭翠梅接
到紧急通知，公司董事长受中国葡萄酒
协会的委托要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一份关
于减轻葡萄酒业税负的提案，其中要核
实一组税负数据，并且第二天一早就要
交上去。“我当时特别着急，（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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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王骅东 魏帅）昨
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传来消息，我
市开展非煤矿山领域“专家互驻、
以干代训”活动，从全市骨干矿山
企业选派专家，有序分配至各复
工复产矿山，于10月12日前进行
全脱岗、驻在式督导，以此来激发
安全管理“鲶鱼效应”，促进先进
经验推广传播，保障我市非煤矿
山领域营商环境安全稳定。

此次活动，所派专家政治素
质高、业务能力强，矿山从业年限
平均约为15年，工作经验丰富。
专家进驻矿山后，将迅速进入角
色，摸清矿山概况，与干部工人同

吃同住、通力合作，坚决落实驻矿
督导任务。同时，强化教学培训，
做好经验传授，针对安全管理讲现
象、讲原因、讲措施，提升矿山安全
管理水平。根据要求，专家将认真
把脉体检，开展常规性检查，及时
发现问题隐患，跟踪整改落实情
况。驻矿活动结束后，市应急管理
局将依据隐患查摆数量质量、日常
工作表现等进行综合评议，出具工
作鉴定材料。表现突出的，在评选
市级应急专家、推荐省级应急专家
时，予以优先考虑。

截至目前，驻矿专家合计发
现问题隐患218条，其中已整改
212条，限期整改6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康圣洋 宋涛）莱山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深入贯彻落实
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程，围绕
企业生命全周期企业设立和注销
两个场景，接连出台免费刻章、帮
办代办、企业注销便利化等新举
措，进一步深化“不见面审批”改
革，让企业登记“进门容易、出门
轻松”。

为减少企业提报材料，莱山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实行智能
辅助审批和住所承诺制，企业可
通过“智能辅助审批”模块，无需
提供身份证、不动产证、房屋租赁
合同等材料，只需填写相关信息，
审批系统通过大数据平台共享和
自动生成章程、决议、承诺书、申
请书等材料，减少了企业准备材

料数量，减少企业跑腿次数。
不仅如此，莱山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还积极落实政务服务“双全双
百”工程，深化企业简易注销改革，
企业注销时限和申请材料减少一
半以上；将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公告
时间由45天大幅压缩至20天；实
施简易注销“全程网办”，依托“企
业开办一窗通”，企业可在线完成
简易注销“全程网办”。目前已有
690家企业通过简易注销的方式
完成了企业注销业务。

对于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
程带来的便利，烟台市鑫和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方先生深有
感触，“现在可以通过‘企业开办
一窗通’直接在网上办结，政府更
是免费送给我们一套印章，大大
节省了我们开办企业的成本。”

出台帮办代办、全程电子化审批等新举措

莱山让企业登记
“进门容易出门轻松”

专家异地驻矿督导
保障非煤矿山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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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 9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
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
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
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
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
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

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
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6日致电
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
主席，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
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
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
大义，勠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

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
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
示感谢。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
黄子孙，深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
融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福两岸
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

习近平电贺朱立伦
当选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人才工作纪实

一盏灯，照亮一片天
——烟台税务“燃灯者”孙杰

营商环境好不好，税务工作是重要一
环。办税效率高、办税环节简化，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得好，自然能为区域营商环境加
分，为招商引资加油助力。而纳税人认可的
税务好干部，则能和谐税企关系，提升企业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擦亮城市税收营商环境

“金招牌”。
原芝罘区税务局税政一股股长孙杰，

凭借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成为烟台税务系
统公认的税收政策“活字典”；凭借真正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的公仆情怀，成为纳税人
缴费人信赖的好干部。在他的帮助下，张裕
葡萄酒分公司成功办理增量留抵退税457
万，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主动向瑞康制药

公司宣传交通费进项税抵扣政策，每年为企
业节省税负数万元……从税42年，一件件
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实事，让孙杰被纳税人缴
费人众口称赞，同时也擦亮了芝罘区税收营
商环境的“金招牌”。

近年，我市盯紧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
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重要发力点之一，市税务局以服
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聚焦提升办税缴费
便利化，进一步简化企业开办涉税事项办理
程序、压缩办理时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持
续将“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工作落实落细，确保各项便民举
措落地生根，各项惠企政策开花结果。

众多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举措中，最
能给企业以获得感、也是企业最需要的，莫
过于税务部门从“向纳税人征税”到“为纳税
人服务”的转变；直接跟企业打交道的税务
一线工作人员，就是这种质的转变的直接载
体和传感器。税务一线干部若能从思想到
行动，真正从管理员变成服务员，就能想纳
税人之所想，急纳税人之所急，就能春风化
雨般温暖纳税人。

将浓缩的一生活成纳税人缴费人心目
中税务好干部的孙杰，是全市税务工作人员
一心为民的代表，他们用真诚的服务换来纳
税人的“好口碑”，也切切实实为提升这座城
市的营商环境，倾尽所有。

孙杰是代表，更是榜样。他在自己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内练业务，外练服务，让前
来办事的纳税人缴费人既放心，又舒心；他
总是把纳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放在心
上，不分时间、随叫随到；他42年如一日奋
斗在为纳税人缴费人服务的一线上，是全市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排头兵”。

身边的榜样，前行的力量。全市税务
工作人员应接过孙杰用生命递过来的接力
棒，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关注点、需求点和
困难点，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办好惠企实
事，让企业享受更给力的税收营商环境，把
税收营商环境这块招牌擦的更亮，助力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迸发更强活力。

“好口碑”擦亮营商环境“金招牌”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为新时代人才工作
指明方向。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
是一部集聚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壮大人才
的历史。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
竞相奔腾”的美好图景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

●加强领导、深化改革，将人才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从完善人才培养到改进人才评价，从
畅通人才流动到激励人才发展……一项项制度
举措环环相扣，人才链、创业链、产业链、资金链、
政策链相互交织，人才创新创业平台日臻完善，
人才活力进一步释放。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这是波澜壮阔的征
途，这是万马奔腾的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才正以昂扬的姿态和
卓有成效的业绩，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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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生前工作照孙杰生前工作照。。

宣言——

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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