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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享贷
贷款对象

1.邮储银行优质代发工资客户；2.年龄在 25-55 周岁之
间；3.征信记录良好。
产品优势

1.纯信用，无任何抵质押担保。2.全流程线上操作，无需任
何申请材料。3.闪电放款，10分钟即可到账。4.满足全方位需
求，最高可贷30万。

优享贷
贷款对象

1.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在职员工；2.年龄在25-60周
岁；3.征信记录良好。

产品优势
1.额度高：最高授信可达50万元。2.期限长：单笔贷款最

长期限5年。3.无抵押：无需抵押，申请便捷，5人以上即可组织
团体办理。4.灵活用：额度支用期内，在授信额度下可多笔循
环支用，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用。5.方便还：单笔贷款
可采取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一次性还本付息还款方式。

联系
方式

邮储银行监利县支行

奔跑吧，监利
——监利县长跑运动协会成长纪实

□ 本报记者 廖含嫣

2017武汉马拉松于4月9日早上7：30鸣枪开跑，来自美国、
英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0名选手共同参加这一国际性赛
事。此次汉马全程42.195公里，健康跑13公里。“监利跑吧”25
名运动健儿中签参赛，其中2人参加全马赛，7人参加半马赛，16
人参加13公里健康跑。他们身穿印着“小城大爱，监利风采”字
样的赛服，手拿印着“奔跑吧，监利”的旗子，在赛场上，用脚丈量

“一城两江三镇四桥五湖”的最美赛道，向沿途观看比赛的市民展
示监利人民的“真善美”和“小城大爱”新风采。

汪艳娟 李杰 摄

今年4月是第29个爱国卫生月，4
月8日上午，监利县卫计局机关干部在
包保责任区开展“卫生洁城”活动。图
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胡贤志 摄）

胡传文的亲弟弟一直在玉沙集团工作，从事的却是搬
运产品的苦活累活。弟弟早有怨言，多次找胡传文要求换
一个工种。弟弟说：“你是穿制服管他们的，又帮过企业的
大忙，难道不能打个招呼，帮我调个轻松的岗位吗？”可弟弟
的要求一次又一次都被胡传文拒绝。

或许有人会说，胡传文也太不近人情了。可是，作为党
员干部的胡传文，这正是他光彩照人的一面。

清风正气，廉洁奉公，是一个党员的道德操守。担任副
科级职务近二十年期间，胡传文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
求。工作中，胡传文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任何私利，从
不接受纳税人的吃请和礼物，从不在纳税人面前表露自己
任何困难，从不接受一些纳税人主动递过来的“橄榄枝”。

“优先办、马上办”是他的一贯做法，尽管他手中有决定纳税
人减税、免税和退税的重要权力，但他绝不“公器私用”。他
常说，头顶国徽，为国征税，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税政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日益常态化的加
班加点，他从来都是自己挺在前头。组织上评优评先，他总
是把功劳让给科室的同志。

税官人生，勤廉写成。作为税政科长的胡传文，把税官
与纳税人的关系摆得正，把公与私的利益分得清，把党性原
则更是看得重。俗话说，小科长有大特权。更有人私下议
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在经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少数
部门干部手握特权，假公济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
乱办事。这些现象，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政治生态，破
坏了干群关系，制约了地方发展。

身处经济建设前沿阵地，国税干部胡传文，小故事里有
大乾坤。他以身作则，清廉处世，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儿
向潮头立。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学习弘扬胡传文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为官清
廉，恪守底线；学习他阳光办税，公平正义；学习他本分做人，以德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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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监利楷模 促“两学一做”
系列评论之三

监利国税局

办理全市首笔电子出口退税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李家胜 胡依婷）5日下午，监利县国税局工作人员为

重点加工出口企业——湖北越盛水产品公司开具了荆州市第一笔电子税
收收入退还书。

这是荆州市首笔成功办理的“无纸化”出口退税业务，标志着荆州国
税系统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时代从此开启。监利县出口退税企业将率
先享受更快捷的税收服务，以往历时近半月的退税流程，有望缩短至一天
办结。这意味着纳税人的办税成本进一步降低，经营环境更趋优化。

监利县国税局被选定为荆州市生产企业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唯一试
点单位。为不辱使命，监利县国税局成立专班，制定周密工作流程，并紧
锣密鼓开展试点准备工作。目前，监利已顺利完成7户试点企业的“无纸
化”管理的前期准备工作。试点企业涵盖纺织行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农
副产品加工行业等，企业范围覆盖面较广，为荆州市全面推开“无纸化”管
理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

“无纸化”退税减负增效明显。企业报送资料减少，出口退税周期大
幅缩短。在当前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有效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压
力。据市国税局收入核算科测算，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后，企业出口退税
从申报到退税款退至账户所需时间，从15个工作日左右提速至最快1个
工作日内。

本次测试成功，将大幅提升国税工作效率。“无纸化”退税顺利实现，
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县国税局局长柳宏介绍，“无纸
化”办税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国税部门退税审核审批效率，增强了纳税人
的满意度、认知度和奉献监利的信心。同时，为优化经济环境提供了现实
范例。

市文明办

视察监利创建市级文明城市工作
本报讯（记者黄萍萍）近日，市总工会副主席林世和带领视察组，到监

利视察创建市级文明城市工作。
视察组听取了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总工会主席吴莉关于监利创建

市级文明城市工作情况的汇报。
2012年以来，监利以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为目标，坚持文明指数评价

标准，狠抓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县上下形成了以创促建、以创促管、以
创促变的浓厚氛围。

视察组先后深入到滨江公园、县人社局、县行政服务中心、容城镇政
府、县审计局、县地税局和马铺村进行实地考查，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详细
了解监利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十星文明单位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通过视察，林世和对监利创建市级文明城市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认为，监利文明创建氛围浓厚，在创建过程中做到了真重视、真落实、真见
效，希望监利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更多的注意细节工作，为争创市级
文明城市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胡经理 15971583558
李经理 13986720028

不断壮大的“跑协”团队

“一二一、一二一……”每周四和周
日，在滨江公园或江堤边，总能看到这样
一群人。他们喊着响亮的口号，迎着初
升的朝阳，向前奔跑。原来这是监利县
长跑运动协会每周组织的聚跑活动。

监利县长跑运动协会成立于2016年
10 月 12 日，现有会员 300 多名。在由中
国田径协会与新浪联合主办的评选中，

“监利跑协”从全国2000多家跑团中脱颖
而出，获得百家跑团的称号，还获得了阿
里体育“最具创意跑团”奖。

监利县长跑运动协会的前身是监利
跑吧，创始人是城南派出所教导员胡
勇。胡勇是一名是运动爱好者，2016年，
他在手机咕咚跑步软件上注册了账号。
在运动圈里，他看到一个名为风行跑男
的男子，点开头像一看，这不是同事李全
柏吗？原来他也在跑步。

“一个人跑步太孤单，要不一起结
伴，约定时间，一起跑步。”胡勇提议。两
人一拍即合，成立了监利跑吧，10多名跑
友加入进来，随后建立了“监利奔跑吧微
信”公众平台，在微信群发布聚跑消息、
交流跑步心得。每周两次，早上6点，在
玉沙广场、滨江公园或滨江未来城等地
集合后聚跑。

张志文原本是位旅行爱好者，2016
年7月，他开始跑步，同事、好友总是因为
没空约不到一起，他只好独自跑步。在
发展大道上，他总是看到一群喊着口号
在跑步的人。后来，他在跑步途中又遇
到了这群人。张志文好奇，上前打招呼，
才得知他们是监利跑吧，每周有两次聚
跑活动。“我一个人跑太孤单了，跟你们
一起跑吧？”就这样，张志文加入了监利
跑吧。

李杰是羽毛球爱好者，一周要打上
几次羽毛球，不巧手臂受伤，只好在家休
养。几天没打球，李杰开始闲不住了。

“你跟我一起去跑步吧？”李杰的爱人之
前就加入了监利跑吧，正好带他一起跑
步。跑着跑着，李杰也成为了监利跑吧

中的一员。
监利跑吧从起初10多人发展到100

多人。考虑到跑友的安全性、活动的合
法性等因素，10月12日，胡勇注册成立
了监利县长跑运动协会。随后，组织开
展了全县健康奔跑、健康骑行友谊赛，协
助县政府组织了2017年奔跑吧监利迎春
长跑比赛，吸引社会各界人士、群众参与
人数达到4000多人。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更多人加
入到县长跑运动协会。9个月时间内，设
立朱河、新沟、分盐三个分会，已有会员
326 名，最大年龄 56 岁，最小年龄 23 岁，
像李杰这样的夫妻档就有六对。

监利跑团的足迹已经遍布省内省
外，北京、天津、广州、克拉玛依、宜昌、荆
门等地的马拉松赛事，都留下了他们的
身影。

4月9日，监利跑团又有25名跑友征
战武汉马拉松，其中2人参加全马赛，7人
参加半马赛，16人参加健康跑，随行志愿
者9名。

跑步改变生活陋习

56岁的王昌军刚从荆门国际马拉松
赛场上归来，他以1时46分57秒的成绩
跑完了半马，不仅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也
突破了自我，找到了自信。

“我当兵的时候，经常跑步，感冒都
很少。退伍后也在平桥跑过几次，别人
看到都笑话我，我也不敢穿短裤跑步。
之后就没怎么跑了，前几年发现自己血
脂高，吃药还越来越高，走路也不管用，
又重新开始跑步。”王昌军说。

“在跑协，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习
惯，让我找到了在部队的感觉，找到了自
信！还学到更多科学的跑步方法。”王昌
军告诉记者，他经常熬夜晚睡，早上醒来
端起酒杯就喝酒。七八年前，他重新开
始跑步，但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跑步方式
和跑步知识。加入跑协后，他担起了喊
口号的任务，喊着熟悉的口号，运用学到
的科学知识，他跑起来也更加精神，更加
轻松。

3 月 18 日，他在
荆门国际马拉松赛事
上，穿上了几十年没
有穿过的短裤。“以前
怕丑，都是穿着军裤
跑步，这回穿上短裤，
跑步阻力变小，速度
都快了。”王昌军说。

“跑步谁不会跑
啊！”跟王昌军一样，
加入跑协后，张小伟
才认识到跑步也是一
门学问。

“跑步不仅要一双
好的跑步鞋。”张志文
也说，“加入组织后学
习到很多知识，跑步前
要热身，跑步后要拉
伸，这样才能避免受
伤。跑协还准备邀请
教授开展健身知识培
训和加强安全知识、现
场急救知识培训。”

在“监利奔跑吧
微信”公众平台上，除
了分享科学的跑步方
法外，分享最多的是
跑友们的心声：

“跑步是最好的
运 动 ，我 瘦 了 十 多
斤。”

“跑步改变了我
的生活习惯，麻将也
没时间打了。”

“动起来，跑起来，整个人身体变好，
气色红润，血压也正常了。”

“以前跑步是为荣誉，现在是为自己
而跑、为健康而跑、为公益而跑。”

“跑步是一种缓解压力、宣泄情感的
方式，跑完步，人都轻松了，也能更好的
投入工作。”

“儿子跟我参加过一次健康跑，坚持
跑完全程，虽然他说过程很痛苦，但是跑
完很轻松，下次还要参加。”

“遇见美好的人，正能量的朋友，遇
见美好的事，关爱别人的同时也在照亮
自己，跑步让我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
字里行间，流露出跑友们满满的正

能量，跑协像一个积极向上的大家庭。
每当新人加入，从最初的2公里、3公里到
6公里、10公里，再到半马，在不断挑战自
我的过程中，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