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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作“荆州模式”日前再获“国字号”荣
誉，是市国税局、地税局在前期全面落实国地税合
作工作规范，创立“共建、共管、共治”的“荆州模
式”基础上，顺应纳税人对优化营商办税环境日益
增长的新需求，而持续不断努力探索的结果。

同建一个机制 凝聚税收共治合力
市委、市政府主导推动国地税合作，先后出

台了《荆州市税费征收保障办法》《关于加强国税

地税合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的
意见》等税收共治纲领性制度和文件，构建和固
化了33个部门的协税护税职责。国地税合作推
动、保障、配合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形成了政
府牵头、税务主抓、部门助推、社会认同的合作共
治格局，充分发挥了合作推动改革、服务发展的
积极作用。

同定一套标准 发挥数据管税作用

市国税局、地税局共同提请政府发文，联合
部署开展全市涉税费信息调查，推进实现“合作
管税”“信息管税”。双方充分利用“金税三期”
工程，实现征管系统底层互联互通，共享数据
14.7万条；利用三方信息平台，国地税信息一次
采集、共同使用，2017年以来共获取产权登记、
建筑项目等第三方涉税信息16.9万条，比对信
息增收税款6647万元。双方每季度联合开展
经济税收分析，联合报送分析报告30份，得到

了地方党政领导的批示肯定，服务了地方发展
决策。

同筑一个平台 畅通协税护税渠道
在前期全市财源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基础上，

市国税局、地税局进一步开发了荆州税收共治平
台，构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税收共治信息化网
络。国地税联合住建、国土、房产、财政、工商、公
共资源交易等13个部门，出台了建筑业、房地产

业、资本交易、商业、零散税收5个专业化税收管
理办法，全面强化税源控管和信息共享。

同向一个目标 开启新时代新征程
下一步，荆州国地税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充分发挥先行先试、
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落实落细合作工作规
范，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不断完善
从实体大厅到电子税务、从税务前台到智慧办
税、从服务规范到征管模式、从执法标准到管控
手段、从媒体通报到宣传公示、从信息共享到分
析利用全面合作的框架体系。

市国税局、地税局将坚持围绕“打造荆州特
色，树立湖北品牌，领先全国水平”的合作蓝图，
进一步谋求实现国地税全面合作在更广领域、更
高层次上持续深化、再上台阶，用荆州国地税合
作的深度指数换取百姓的获得指数，用合作的创
新指数换取社会的满意指数。

“共治”模式筑就聚财新格局
□ 记者 刘蜜 通讯员 胡少龙 荣蓉

国地税合作“荆州模式”再获“国字号”荣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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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蜜）昨日上午，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荆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杨智参加驻荆部队代表团审议。他强调，
驻荆部队要坚持优良传统，为推动荆州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审议时，杨智认真听取了李祖国、葛志英、
刘泰亮、钱洪、孟凡利等代表发言。他说，我和
你们的感受一样，认为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两
院”工作报告客观实在、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措施到位、保障有力，符合上级精神，符合依法

治国要求，符合荆州实际。一年来，市委对市
人大常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是满意的。2018年，市人大常委会和
市“两院”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主动服务大局，依法履行职
责，奋力开创新时代荆州大振兴新局面。

杨智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社会政治大局
稳定，经济发展向上向好，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事业均取得
了新进展。这不仅是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凝聚着驻荆部队的心血和汗水。
驻荆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始终牢记为
民宗旨，踊跃投身荆州经济社会建设，全力维
护荆州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积极探索军民融
合发展新路，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能打胜仗、
不辱使命的担当和形象。

杨智强调，驻荆部队要坚持优良传统，为
推动荆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抓好铸魂育人，强化思想引领；把实现“能

打仗、打胜仗”贯穿到部队建设全过程和各领
域，增强作战本领，确保战之能胜；引导荆州
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工业企业进入军工领
域，深化军民融合，助推经济发展；着眼“地方
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积极拥政爱民，
展示良好形象。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
持军队和国防建设，着力为部队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

荆州军分区司令员高金栋、政委卢守雄
等参加审议。

杨智参加驻荆部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优良传统 助推荆州振兴

本报讯（记者肖潇）昨日上午，市长崔
永辉在参加江陵县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江
陵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在改
革、创新、抢抓机遇等方面展现更大担当，
作出更多作为，为荆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江陵探索”。
市领导段昌林、刘爱华等参加审议。
审议中，韩旭、李风亮、何文平、梁江新

等代表，分别围绕加快“一城三区、一区多

园”建设、推进撤县设区融合发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四湖流域污染防治等主题作
了发言。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崔永辉指出，江陵县
在荆州市人口最少、县市中面积最小，但县小
机遇大、志气大、干劲大、成就大。工业投资、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口总额等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市第一，创造了“江陵速
度”；10余个现场会在江陵召开，10余项工作

在全省交流经验，华电江陵发电厂第一台机
组投产发电，荆州煤炭储运基地等项目开工
建设，聚集了“江陵气场”；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成效明显，率先在全市完成沿江非
法码头综合整治，强力推进撤县设区，体现了

“江陵担当”。
崔永辉强调，江陵县要继续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大一
些。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拓思路，

创新方式，在水污染治理项目化上作出有益
探索。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

“厕所革命”，在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人居环境
上先行一步。要以更高站位谋划交通、产业
发展，在破解交通瓶颈、补齐工业短板上实现
突破，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撤县设区，与中心城
区错位发展、组团发展、一体发展，为做大做
强做优城市贡献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范红翠）
昨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杨智，市长、市综
治委主任崔永辉代表市委、
市政府，与各县市区党委政
府，荆州开发区、纪南文旅
区、荆州高新区签订了荆州
市2018年平安法治建设暨
综治维稳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书，进一步压实全面依法治
市和综治维稳工作责任。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周静主持，并就目标管理
责任书的内容作了说明。市
领导蒋鸿、张钦、黄庭松、胡
荆琳等出席。

杨智在讲话中指出，市
委、市政府与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签订平安法治建设暨综
治维稳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书，是荆州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综
治法治维稳工作领导责任制
的实施抓手，也是各地落实
综治法治维稳工作的“军令
状”。各地党委政府要把责
任书的具体规定作为推动综
治法治维稳工作的重要目
标，对照责任书的具体要求，
细化分解目标任务，量化工
作内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和责任人，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杨智强调，要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切实增强
主动抓好新时代平安法治和
综治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法治荆州，为“勇当多极
排头兵、实现荆州大振兴”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法
治环境。要以目标管理责任
书为“军令状”，把提升人民
群众“一感两度两率”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抓好综
治法治维稳各项举措落地落
实。要敢于担当作为，切实
抓好“保安全、护稳定、保长安”专项行动，保障全国两会、省
市两会顺利召开，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
的春节。

会上，杨智还就当前抗雪救灾减灾、安全、环保、扶贫慰
问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本报讯（记者郭仕新 通讯员李倩）昨日上午，市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杨智主持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周静、贾石
松、曾庆祝、陈爱平、刘爱华、段昌奉、张钦、杨顺好、田
新华、柳军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各项候选
人名单（草案）酝酿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各项正式
候选人名单（草案），决定提请代表酝酿、讨论。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说
明，表决通过了关于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决定提请代表审议；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荆州市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

年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表决通过了关
于荆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荆州市2017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的决议（草案），决定将审
查报告印发代表，决议（草案）提请代表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关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决定将以上决议（草案）提请代表审议。

会议还表决了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提
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将报告印发代表。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郭仕新 通讯员李倩）昨日下午，市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杨智
主持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周静、贾石松、曾庆祝、陈爱平、
刘爱华、段昌奉、张钦、杨顺好、田新华、柳军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各项正式候选人
名单（草案）酝酿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各项正式候选人名单，
决定提请大会选举；听取了关于推荐监票人情况的汇报，表
决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决定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计划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
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决定将以上6个决议草案提请大会表决。

会议还通过了宪法宣誓有关事项。

本报江苏常州电（特派记者朱景茂 特
约记者夏峻）“有爱才有家，灿烂如鲜花
……”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同唱《有爱才有
家》，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演员10余次谢幕，
观众仍鼓着掌、拭着泪，沉浸在爱的共鸣中，
久久不肯离去。6日22时许，江苏常州保利
大剧院这震撼的一幕，把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歌剧《有爱才有家》演出获得空前成功，
受到了文化部及湖北、江苏等地专家和现场
观众的充分肯定。

根据中国歌剧节组委会统一安排，1月
6日19时30分，入选第三届中国歌剧节的
《有爱才有家》在江苏常州保利大剧院上演，
开演仅3分钟，当剧中好人刘德芬收下孤儿
凳子当女儿时，台下第一次响起热烈掌声，
随着剧情跌宕起伏，台下报以30余次热烈
掌声，陶醉在剧情中的观众，时不时传来抽
泣声。千余观众被这部来自公安县的歌剧
深深打动，被平凡善良真实的好人刘德芬的
故事深深打动。

该剧选取8个小故事，形成8幕，一幕一

事，一幕一歌。演出中，刘德芬的扮演者——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丹丽通过为老人梳
头、收养残疾儿童、为疯婆婆尽孝等真实感人
的故事，讴歌了一名农村妇女勒劳、善良、孝
道、坚强的人性之美。刘丹丽声情并茂的表
演，一次次拨动着观众的心弦，雷鸣般的掌声
不时响彻全场，刘院长演活了“刘院长”，故出
现刘丹丽谢幕时观众一次次热烈鼓掌挽留的
场景。

刘丹丽说，刘德芬是我们时代的平民
英雄，本色出演这个角色，就是要把她的
美德传颂出去，把这部民族歌剧传唱全
国，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感受到刘德芬精神
的召唤。

《有爱才有家》编剧、湖北省艺术研究所

原所长、国家一级编剧、省剧协副主席胡应明
说：“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尽可能艺术地把这
个‘活菩萨’般的先进人物写活，写活她的内
心，写活她留给世间的那份大爱，进而让世界
充满爱！”

该剧音乐总监、作曲王原平告诉记者，
《有爱才有家》是一部典型的民族歌剧，用中
国民族唱法演唱。它将中国的戏曲、民间音
调加以融合、升华、发展，讲述老百姓身边的
故事，达到了超乎想象的效果。

常州市民刘懿说：“自己第一次接触歌
剧，感觉挺震撼，人物真实鲜活，故事生动感
人，没想到一个小人物的平凡故事能打动这
么多观众。”

该剧搬上舞台以来已巡演100多场次。

《有爱才有家》已被文化部列入2017年“中国
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今年3月，该剧还
将进京展演。

链 接
《有爱才有家》以公安县麻豪口镇福利院

院长刘德芬敬老爱幼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以
福利院这个特殊大家庭为场景，以人间大爱
为主线，真实再现新时代好人刘德芬热爱福
利事业、让孤寡老人安度晚年、让弃婴健康成
长的感人事迹。作品聚焦当前社会特别是农
村面临的养老与抚幼等问题，讴歌了“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中华
美德，以及新农村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淳朴
民风。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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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辉参加江陵县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以更大担当更多作为 为荆州发展作出“江陵探索”

掌声哭声引起爱的共鸣 台上台下共唱《有爱才有家》

荆州之“爱”震撼常州

驻荆部队代表团进行审议。（梅闻 肖顺钦 摄） 江陵县代表团进行审议。 （梅闻 肖顺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