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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1081民初2627号
肖香云：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

陈春林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26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新城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 苏0322民初1320号
张静、冯伟：本院受理原告郝敬合

与被告张静、冯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苏 0322 民 初 13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19)苏1002民初6814号

赵兆亮：本院受理原告顾建扬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苏 1002 民初 68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2民初689号

陶玲、扬州市动感歌城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1002 民初 6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1291民初626号

周锐：本院受理朱芳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1291民初 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2834号

陈国庆、周金娣：本院受理原告商
梅芳与被告陈国庆、周金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137号
徐磊：本院受理原告韩景忠与被告

孙敦化和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
初 1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138号

徐磊：本院受理原告邵明俊与被告
孙敦化和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
初 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763号

张大青：本院受理姜南与张大青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302 民初
7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三十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3070号

李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刘伟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复印
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二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以上期间届满日是
节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4167号

丁坚：本院受理原告邓梦克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书、五个严禁、廉政监督卡、诉讼事项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的上午
09：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169号

王张辰：本院受理原告王锦梅与王
张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就(2020)苏 0412 民
初 169 号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送
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交通巡回法庭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天，逾期将依法
审理。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416号

南京张可贸易有限公司、郑南平、
张可：原告南京天瀚化纤有限公司诉你
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41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3477号

赵小飞：本院受理原告常州鹏峰水
泥管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答辩状、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418号

南京佰亿达化纤实业有限公司、郑
南平、张可：原告江苏速必达物流有限
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4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417号

南京佰亿达化纤实业有限公司、郑
南平、张可：原告南京天瀚化纤有限公
司诉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4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1096号

闵全：本院受理原告陈鑫与被告江
苏沛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
全、郭振平、王东升、吕剑、徐培祥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寨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991民初1666号

江苏新易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
洪法、江苏凯艾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北京畅铖恒泰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桂华与被告江苏
新易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洪法、江
苏凯艾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北京畅铖
恒泰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396号

鼓楼区新睿智百货超市：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州市谷丰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

鼓楼区新睿智百货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
民初 3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2048号

谢振天：本院受理原告郭茂荣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22民初 20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2249号

韩德亮：本院受理原告高磊诉被告
韩德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初
2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580号

侯杰：本院受理原告闵敏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 民初 580 号民
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上诉须
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92民初100号

南京古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江苏
沃阁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程剑凯、
肖艺：本院对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诉被告南京古
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沃阁文化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程剑凯、肖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20） 苏 0192 民初 10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8232号

陆洋：本院受理原告张轶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网络直播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俞家巷 21
号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4939号

郭凯：本院受理原告陈茜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苏 1003 民初
493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
席判决。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扬州好享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盐城
市分公司诉你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6593号

韩小庆：本院受理蒋建文诉你、第
三人王峰青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如提前应诉，则开庭时
间另行安排。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922号

常州华汇普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蔡忠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苏 0412民初 2922号民事判决及上
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4028号

潘首任、孙群：本院受理原告姜小
林诉被告潘首任、孙群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4145号

周剑锋：本院受理原告谈晓瑜诉被
告周剑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473号

李红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247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5767号
卢文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诉被
告卢文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交
通巡回法庭 2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5858号

殷玉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诉被
告殷玉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交
通巡回法庭 2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468号

薛丽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24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82民初1746号

解祥兰：本院受理原告何加宽诉被
告解祥兰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82 民初 17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471号

李德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24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3123号

吴昊：本院受理原告常州东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0412 民初 31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19)苏0411民初8608号

常州市德高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常州市特邦精密冲件厂与被告常

州市德高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苏 0411 民初 860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赵义：本院受理原告赵义诉被告孙

伟、无锡市伟宏运输有限公司、太平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
义务书、五个严禁、廉政监督卡、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的上午9时3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杨玲：本院受理原告黄刚诉被告杨

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
务书、五个严禁、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的上午9时3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张义成：本院受理原告佛山卓越化

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与被告
郭振、第三人张义成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佛山卓越化工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439号

常州华汇普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谈葭、邱昊：本院受理原告张宇杰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2439号民事
判决及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卢 阳
特约记者 孙军）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省税务局持续深
化“银税互动”工作，针对小
微企业加大税收信用贷款支持
力度，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
难关。今年前 8 个月，全省通
过“银税互动”已向 13.47 万
户企业发放贷款 741.22 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0.8%和
24.4%。

今年以来，省税务局进一
步完善“银税互动”工作机
制 ， 将 合 作 银 行 扩 大 至 50

家，联合银行先后推出了“税
e 融”“税贷通”等 55 款免担
保、免抵押的金融服务产品。
同时为了让更多企业享受到

“银税互动”带来的实惠，全
力搭建融资双方交互数据信息
化渠道，依托“金融街 （企业
线上银税互动平台） ”，企业
贷款人最快一分钟即可走完

“在线申请、数据推送、自动
审批、网上提款”流程，颠覆
了原来线下打印纳税证明、柜
台办理贷款业务的模式，降低
了融资授信程序性成本、解决

了贷款人“多头跑”问题。将
“线下”事项最大化地转移到
“线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接
触，对控制疫情扩散起到了重
要作用。此外，“金融街”展
示的各类贷款产品，以开放公
平方式为银行引流，节约的营
销费用转化为金融服务手续费
折让，这对资金紧张的企业而
言更是“锦上添花”。同时，
省税务局以纳税人自愿授权为
前提、以银行自主应用为核
心，将数据交互范围拓展到基
础信息、申报纳税、违法违

章、财务报表、纳税信用评价
结果等各方面，帮助银行建立
起一套完整的以纳税信用信息
为基础的偿付能力评估机制，
在帮助银行降低信贷风险的同
时，还积极引导银行降低企业
的获贷门槛。特别是在疫情期
间，除纳税信用 A、B、M 级
企业外，还将C级企业也纳入

“银税互动”覆盖范围。省税
务局还率先将“银税互动”的
覆盖范围扩大到诚信纳税的个
体工商户和自然人，联合银行
推出 18 款“授信简便、总金

额低、周转灵活”的个体工商
户经营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
填补了市场空白。

据统计，开展“银税互
动”工作五年多来，全省已累
计向 34.72 万户企业、42.84 万
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发放贷款
3223.35 亿元。下一步，省税
务局将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和创
新优势，持续巩固深化“银税
互动”工作成果，不断创新举
措、优化服务，全力确保市场
主 体 稳 定 ， 为 “ 六 稳 ”“ 六
保”赋予税收动能。

本报讯（特约记者 闫士亮
通讯员 朱亮 张卉）多维度精
准“ 画 像 ”、立 体 式“ 望 闻 问
切”⋯⋯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党
委纪检组运用信息技术平台手
段，建立廉政档案一体化管理
平台，实现了干部信息完备、

“画像”精准。
今年以来，为更好履行纪

检专责监督职能，进一步提升
工作质效，徐州市税务局党委
纪检组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
作措施，把监督检查、目标考
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探
索建立了干部电子廉政档案，
为做好日常监管和风险防控工
作提供信息保障。

电子廉政档案涵盖了建档
对象个人基本情况、人事档案
情况、重大事项报告、违纪违法
情况、个人奖惩情况、因公因私
出国（境）、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备案、礼品礼金有价证券上交
以及被约谈、通报、诫勉谈话、

接受函询、组织处理、党政纪处
分情况等内容。

通过对电子廉政档案进行
动态管理，在“建”“管”并举上
下功夫，实现廉政档案管理的
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和常态
化，为推荐、提拔、任用、考核、
业绩评定、评优评先、表彰奖励
提供事实依据和参考意见，做
到见档如见人。

“‘电子廉政档案’的运行，
既解决了传统纸质档案整理难、
查询难、统计难、跟踪难的弊端，
又可通过个人档案的数据信息
进行分析研判，实施风险预警，
既抓准“个性”，又掌握“全貌”，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徐州市税务局党委纪检组相关
负责人表示，建立电子廉政档
案，是坚持刀刃向内、强化内部
监督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将更加
公正、科学、高效的对税务干部
开展廉政评价，精准“画像”，从
而更好地把监督职责落到实处。

本报讯（通讯员 周皓清）
为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
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破
产清算处理中司法涉税工作
效率，日前，昆山市法院与
昆山税务部门联合举办了涉
税司法协作破产管理人座谈
会，四十家会计师事务所和
律师事务所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昆山市法院针
对企业破产中的法律程序问
题做了详细的说明。昆山税
务部门对破产清算中涉及的
税收政策进行辅导，包括破
产 清 算 中 可 能 涉 及 的 增 值
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
税等，对破产税收债权、非
正常户解除、发票领取等当
前破产案件中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重点说明。

“原本我们对于破产清算
中涉及的税务事项还有些不

熟 悉 ， 经 过 今 天 的 说 明 辅
导，一下就清楚了！”江苏四
善律师事务所的破产管理人
王学茂说，“税务部门还提醒
我们注意破产清算过程中的
涉税风险，让我们对各项税
收政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真的非常贴心！”

企业破产中涉及复杂的
法律关系，现行的破产程序
与税收征管之间仍存在诸多
问题亟需明确。帮助破产企
业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为破
产管理人提供全方位的政策
辅导，有利于促使“僵尸企
业”退出市场，以法治方式
优化营商环境。

“破产案件的处理离不开
法院、税务局和破产管理人
三方的协作配合，此次座谈
会立足破产实践，为接下来
进一步深化涉税司法协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昆山市法院
法官欧平表示。

在交流环节，现场互动
热烈，大家还围绕如何将减
税降费相关政策贯彻到司法
实践中开展头脑风暴，不断
开拓思想，寻找新路径、新
方法。税务工作人员密切联
系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现场解读了近期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长期以来，昆山市法院
与昆山税务部门密切合作，
一方面加强破产处置过程中
涉税问题的协调解决，提升
破产处置质效；另一方面，
帮助破产管理人及涉税代理
机 构 能 够 按 照 规 律 政 策 规
定，用好用足税收优惠，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
地减少和避免企业的日常经
营风险和相关涉税风险。

近日，位于扬州市文昌西路上的“江苏智
慧税务体验中心”比以往热闹了许多。扬州市
税务局在此新设立的自助办税厅宣告开放，吸
引了众多纳税人前来“打卡”“尝鲜”。

走进自助办税厅，只见以蓝、白两色为主
色调的整体环境干净清爽，众多办税设备规整
有序，每台设备的操作界面开放友好。一名纳
税人正在标注为“综合取件终端”的设备前扫
码操作，仅仅 8 秒左右，20 份增值税发票就顺
利领取到手。

据正在现场辅导操作的税务人员介绍，自助
办税厅除了具备“电子税务局”的所有功能外，还
可以提供发票领用和代开、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
和社保费缴费凭证打印、抄税清卡、税控设备发
行、满意度评价打分等“线下”服务，总体功能相
当于一个全年不打烊的实体办税厅。

自助办税厅里的主要设备是智慧办税一体
机，其最大作用是能提供“一对多”和“多对
一”服务，实现“线下”自助服务效率的最大
化。“一对多”，指的是同一台办税设备可以对
应多个服务输出功能；“多对一”，指的是同一
个服务输出功能可以对应多台办税设备。

这种智慧一体机还能通过提供预约服务的
方式，减少纳税人设备占用时长，帮助纳税人
减少操作时间成本。以打印个人所得税完证凭
证为例，纳税人可事先登录“电子税务局”提
交数据需求申请，来到自助办税厅后便可通过
智慧办税一体机直接打印。为确保数据资料安
全，打印前需要进行人脸识别或二维码验证。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怎么办？不要
着急，税务部门已替您想到了这个问题。万一
纳税人服务受阻，可通过一体机的呼叫功能，
向处于另一端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发起求助，对方即时通过远程视频方式，指
导、协助您解决任何难题。

自助办税厅有一个抢眼“亮点”，即人机交
互。所有办税设备均安装有视频、音频和数据模块，可以识
别纳税人语音，进而提供以关键字检索为路径的文档查询、
导税指引、视频播放等服务。自助办税厅还照顾到了一些惯
性思维较强、求新意愿不足的纳税人需求，配备了部分传统
的自助办税终端设备，方便其熟练操作，真正达到各取所需
的目的。

目前，自助办税厅已配备各类办税设备30台。在“线上
办税为主、线下办税为辅”的大格局下，这些设备能有效填补
非工作时间的“线下”服务不足，将“线下”服务时长由原先的

“8×5”小时延长到了全年、全天候，用“互联网+自助”的方式，
满足纳税人随时办、不排队、非接触的办税服务需求。

“一直以来，物流企业的成本相对偏高，税费负
担比较大。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生存环境’更是
困难。得益于今年国家出台的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
策，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为我们本期产生的 77.89 万
增值税税款办理了延期缴纳，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
营负担。”宿迁市昆仑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杨
倩难掩感激。

受疫情影响，宿迁市昆仑物流有限公司 2019
年应收运输劳务费用近40%没有预期到账，企业预
留资金在面对当月银行利息、人员工资、水电费以
及防疫物资等费用时显得“捉襟见肘”。获悉企业困
难后，宿城区税务局靠前服务，安排“青年助企团队”
第一时间“进驻”企业，告知物流企业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现场办公帮助企业提交延缴税款申请，不到一
个小时就完成了审核工作，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宿城区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全面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靠前服务，暖
心帮扶，切实为企业纾难解困，让税惠“春风”温暖
企业渡过“寒冬”。

宿城税务部门紧盯企业难点问题，充分释放延
期缴纳税款优惠政策红利，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
税途径。截至 8月 31日，已累计审核办理延期缴纳
税款申请 117 户次，涉及金额近 1.72 亿元，为“受
困”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据悉，为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物流、餐饮等
企业纾困解难，宿城区税务局组织全体税务干部，
分行业、分税种组成专班服务团队，采取线上宣
传+线下辅导的方式，确保将“看得见”的红利送到
纳税人手中。

“复工之初，资金短缺，订单不足，眼看着工人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江苏箭鹿毛纺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唐宇回忆当时的企业状况，还是捏了一
把汗，“是税务部门及时向我们宣讲了疫情期间国家出台的减免
社保费政策，公司总共减免企业社保缴费 227.18万元，仅这一项
就让公司每月降低10%左右的成本。”“这笔钱为我们解决了资金
链周转的大问题，帮助我们稳岗稳产，我们在坚持不裁员的基础
上，还主动为生产线工人增加了5%的底薪，面对已经到来的消费
需求反弹，我们做足了准备。”唐宇欣喜地表示。

我 省 银 税 互 动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宿城

﹃
春风

﹄
暖企送红利

□本报通讯员

周媛媛

本报记者

孙浩然

徐州电子廉政档案精准“画像”

扬州自助办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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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服务

□本报通讯员

尹时辉

朱奇蔚

张智超 昆山法税合作按下破产清税“加速键”

江苏省税务系统围绕“献礼国庆、致敬
祖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全方位立体展示
税务人情系民生、为国聚财的新形象、新作

为。图为礼仪培训师在徐州市贾汪区办税服
务大厅为新上岗人员讲解税务服务标准规
范。 □通讯员 沈 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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