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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朔铁路分公司机务段

捐冬衣献爱心

本报通讯员宋艳霞 薛嘉伟摄影报道 为了能让
更多贫困山区的困难家庭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从11月
20日开始持续到12月11日，神朔铁路分公司机务段
团委在机务段和朱盖塔分段同时举办了“心连心、衣家
人”爱心捐衣活动，组织职工将家中闲置的旧衣物送给
需要的人。

此次活动主要以募集童装御寒衣物为主，也包括
成人衣物和书籍、文具、文体用品等。活动结束后，
所有捐赠衣物进行整理后将统一寄往贫困山区的困
难家庭。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很多人家里都有许多旧衣
物，通过回收捐赠，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们都很支
持。”职工们纷纷表示，应该多举办这样的爱心活动。

图为职工捐衣现场。

横山区总工会

慰问演出进厂矿
本报通讯员师妮妮 姬雨彤报道 为深入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丰富职工文化生活，11月30日晚，由
横山区总工会主办、区青年艺术团承办的“共庆十九
大，同筑中国梦”慰问演出进企业、进厂矿活动，在横山
区波罗镇樊家河三号煤矿倾情上演。

演出在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序幕，小品、独唱、
歌舞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台下观众大呼过瘾，赢得
了矿上职工的阵阵掌声。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为靖边孩子捐赠图书
本报记者魏丽娟 通讯员李福江报道 近日，榆

林职业技术学院携手靖边团县委到该县北郊九年制小
学开展“城乡手拉手·脱贫奔小康”活动。

活动中，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为靖边北郊九年制小
学捐赠了1234册图书，价值2万余元。据悉，靖边北
郊九年制小学90%以上的孩子为留守儿童和孤儿，学
校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教学资源较为贫乏，亟需各类适
合小学阶段阅读的课外读物和学习辅导书。获悉情况
后，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积极联系本校在靖边团县委的
挂职干部，详细了解学校的真实需求，发起了向贫困地
区小学捐书的公益活动，并为学校购买了所需书籍。

我市举办文保管理业务培训班

培训群众文保员
本报记者徐子昕报道 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市群众

文物保护员的法治意识、政策理论素养，充分发挥群众
文保员在田野文物保护中的重要作用，11月28日，我
市群众文物保护员管理和业务培训班开班。

此次培训活动为期4天，邀请相关专家主讲了大
遗址保护、文物单位管理及政策法规、文物鉴定、文物
保护工程概述、博物馆学基础与管理、藏品保护与管
理、考古学基础、长城基础知识与保护管理等内容，参
训人员表示受益良多。

2012年6月的一天，李平和一名
江苏南京的网友聊天时得知，该网友
是一名志愿者，他和身边的人都资助
着数量不等的贫困学生。网友告诉
李平，有不少贫困学生只需两三千元
就能完成一年的学业，但因家庭贫
困，有的孩子不得不辍学。听了网友
的介绍，李平产生了资助贫困学生的
想法。他跟爱人商量后，决定资助一
名贫困学生。

曾在青海省西宁市当兵三年的
李平，对青海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
情，于是他把资助对象确定在青海。
通过网友牵线搭桥，他和青海省民间
助学机构——“竹之梦青海助学”机
构的负责人取得联系，通过对方推
荐，将家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
沟乡龙首村的困难学生甘长莲作为
自己的资助对象。从2012年 7月
起，李平在他不多的工资收入中，每
月给甘长莲寄去200元。

据了解，甘长莲出生在一个不幸
的家庭。2008年，父亲在一场车祸

中丧生，2009年爷爷因病去世。家
里的两个顶梁柱先后离世，甘长莲的
母亲被家庭的重担压垮，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当时70多岁的
奶奶，成了她和年仅10岁弟弟的唯
一依靠。

现在青海师范大学读大二的甘
长莲说：“庆幸遇到了李平叔叔，是李
叔叔的资助让我完成了初中、高中的
学业，并顺利考上了大学。”

从2012年甘长莲读初中到如今
跨入大学校门的6年时间里，李平的
资助数额逐年增加，特别是她考上大
学后，每年的学费高达6500元，这确
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今年9月，甘
长莲因学习需要想买一台电脑，李平
又给她寄去2000元。这是李平今年
第三次给她寄钱，前两次分别是1600
元和6500元。

除了资助甘长莲，李平还通过
“竹之梦青海助学”资助了青海省互
助县的一名考上江西南昌大学的贫
困学生张生雯。如今，张生雯在一

家中外合资企业找到一份好的工
作，明年大学一毕业就可跨入上海
药明康德公司的大门。2015年，李
平又开始资助青海省互助县的大学
生殷万玉。今年7月，殷万玉大学毕
业后，已在青海省西宁市一家企业
上班。

6年来，李平陆续拿出7万多元
资助了多名贫困学生。今年9月，他
又开始资助家住安徽省金寨县的孤
儿陈华玉。陈华玉今年13岁，正在
读小学五年级。陈华玉收到李平给
她寄去的第一笔2000元资助款后，
给李平回信表示：“一定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用心学习，不辜负您的一片
好心，将来我也要像您一样，帮助更
多的人。”

2012年9月，李平得知甘长莲的
奶奶因脑溢血病倒，他和公司供应站
副站长乔治军一起开着私家车，带上
米面油等慰问品，驱车上千公里，来
到甘长莲的家。当两人看到甘长莲
家里家徒四壁、阴暗潮湿的土坯房，
以及简单破旧的被褥时，两人禁不住
潸然泪下。临走时，他俩分别给甘长
莲的奶奶留下1000元治疗费。

李平资助贫困学生的善举，特别
是两人相约到青海看望甘长莲奶奶
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乔治军，他当
即决定也资助一名贫困生，他的想法
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2012年9月，
乔治军开始资助青海省湟源县日月
山脚下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杨富贵，每
年资助他2500元生活费。如今，15
岁的杨富贵已升入初中。他学习非
常刻苦，每次考试都能取得年级前三
名的好成绩。今年5月6日，杨富贵
因意外骨折，在他住院和在家养病的
3个多月时间里，乔治军先后3次给
他资助了5000多元。6年来累计资
助杨富贵2.1万多元。

李平、乔治军说：“今后，我们将
继续资助贫困学生，将这份爱心延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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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李平

核心提示

神木市民
爆 公 司 副 经
理李平、公司
供应站副站长
乔治军，两人
从2012年7月
至今，累计出
资近10万元，
资助了青海、
安徽5名贫困
学生，受到当
地 群 众 的 好
评。李平也先
后 3 次被“竹
之 梦 青 海 助
学”评为“助学
爱心大使”。

本报通讯员刘江 薛宁宁摄影
报道 11月30日，吴堡县爱心志愿
者协会组织10名志愿者与政协希望
小学的60多名留守儿童一起，过了一
个温馨的“集体生日”，为孩子们带去
亲情般的温暖。

活动中，志愿者带着排骨、蔬菜、
五花肉、食用油等食材，为该校留守
儿童烹制出一桌可口的饭菜，拼三
鲜、油糕角、炸丸子等美食让孩子们
大饱口福。

“祝你生日快乐……”爱心志愿
者袁桂生、宋晓辉端出蛋糕店赞助
的生日大蛋糕，与孩子们分享。志
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围坐在蛋糕周围
唱生日歌、许愿、吹蜡烛、切蛋糕。
简单的仪式，真诚的祝福。烛光闪
闪，映照着张张笑脸；情谊暖暖，饱
含着满满温馨，孩子们个个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现场欢声笑语，
情意融融。

图为志愿者为留守儿童点燃生
日蛋糕蜡烛。

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吴堡县志愿者——

为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

本报通讯员霍晴霞 王敏媛报道 “以
前办税时，先在国税办税大厅抽号、排队、递
交相关材料缴纳增值税，之后去地税大厅重
复抽号、排队、交材料缴纳城建税和教育附
加税，缴纳之后还需要再回去国税领票，一
来二去大半天的时间就没了。自从国地税
联合推行‘一窗式’联合办税模式，从根本上
解决了纳税人‘多头跑’‘重复报’的问题，我
们只需要在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刷一
张银行卡就可以办结所有业务，大大节省了
办税时间，降低了办税成本，也省去了因为
两头跑、来回排队造成的不愉快。”日前，绥
德县供电公司会计曹艳在办理完业务后高
兴地说道。

据了解，在国地税合作以来，绥德县国
地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进全方位战略
协作，携手打造便民办税“综合体”。强化领
导，同建领导小组，成立国地税合作领导小
组，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配合、各
部门“无缝隙”对接的工作机制。整合资源，

同建办税服务厅，同办窗口业务，真正让纳
税人“进一家门、临一个窗、办两家事，实现
三方共赢”。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同一标准执法，绥德
国地税共同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让纳税人
享受更便捷、更优质、更公平、更经济的纳税
服务。税务部门的辛勤付出，迎来了纳税人
的赞誉。中国石油绥德分公司负责人白刚表
示，办税大厅的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中国石油
绥德分公司一直是领票大户，国地税联合办
税后，公司会计人员反映领票速度大大提高，
办税方式方便快捷，非常满意。

不仅仅是窗口上的合作，在税收宣传上，
国地税同力宣传，共建联合宣传工作机制，展
现出“1+1>2”的合作宣传效果。在第26个
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国地税特邀民间艺
人将税收宣传与民间曲艺——说书巧妙结
合，以“税收连着你我他，陕北说书送税法”为
主题开展宣传，吸引了无数群众围观倾听，得
到了社会各界一致认可。不仅如此，双方还

结合纳税人税收办税需求，联合开展纳税辅
导和纳税培训，2017年累计进户辅导100
多次，联合开展纳税培训辅导 4 次，培训
600户，受到纳税人广泛好评，树立了税务
部门良好形象。“国地税一起培训，让我的疑
惑一次性都得到解答，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参加培训的纳税人纷纷为国地税合作竖起
了大拇指。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纳税人表示，在享
受国地税合作为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希
望国地税能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充分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双方资源共享，为纳
税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助力企业健康快
速发展。

下一步，绥德县国税局、地税局将积极创
造条件，夯实合作机制、拓宽合作范围、搭建
合作渠道，全面加强业务协作，从制度、业务、
技术层面全方位打造立体化的国地税合作框
架，切实贯彻落实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纳税人
满意度。 在绥德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税务人员为纳税人解答最新税收政策。

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绥德国地税深度合作：：：：：：：：：：：：：：：：：：：：：：：：：：：：：：：：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让纳税人省时 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省力 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