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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我市“6·16”特大虚开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案 日 前 宣 判

杨木林 本报记者 甘牧

训练

消防

小 小 看 板 作 用 大
——航空工业昌飞以可视化看板促党建文化与科研生产深度融合侧记

万首明

“多亏了谢主任，我孙子现在的状况比以前
好多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她！”近日，家住珠山
区昌河街道昌盛社区的一位居民，特意联系上了
记者，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位居民所说的谢主任，就是昌河街道昌盛
社区主任谢芳。她通过努力，让这位居民患有抑
郁症的孙子王涌（化名）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
观。

这位居民告诉记者，自己的孙子今年16岁，
原本在读高中的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但在几
年前患上了抑郁症，慢慢地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写不了作业，学习成绩不断下
降，也不愿和人接触。为此，他们一家人曾四处
奔走。

今年2月份，这位市民曾带着孙子去市里的
医院看病数次，但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在无奈的
情况下，今年4月份，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谢芳。
没想到谢芳非常重视这件事，安慰了这位居民一
番，并在当天晚上就和社区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来
到她的家中看望。

谢芳亲切地和王涌拉起了家常。从此以后，
她经常开导王涌，有时通过微信与他联系，有时
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和王涌一起说说话。通过
交流，王涌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谢芳还常邀他
去社区开展活动，社区里有什么工作有时也请他
帮忙。一次社区开展诵读“红色家书”活动，还
让王涌上台朗诵了一回。他的朗诵赢得了听众的
热烈掌声。

为了让王涌早日恢复健康，家人决定送他去
省城住院治疗。但谢芳不主张，也不忍心让他住
院，她常说孩子好好的，没有病，不能让他去医
院。谢芳的话，深深地感动了王涌。他也愿意听
谢芳的话了。为了让孩子能够多与人接触，谢芳
曾经三次把他的手机拿去代为保存，他也同意了。

后来，王涌转到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为了帮助他更好地融入新的集体，更快适应新的
环境，入学的第三天晚上，谢芳就带着自己的孩
子去学校宿舍看望王涌，还买了一箱奶和他的室
友共同分享。她自称是孩子的姐姐，和舍友热情
地交谈，请大家多多关心、多多包涵这个性格内
向的弟弟，今后大家在一起要像亲兄弟一样好好
学习，共同进步。

经过谢芳和社区其他干部的一番努力，现在
王涌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集体，也比以前开朗多
了。

“谢主任真的很有爱心，对工作有担当，为
居民付出的也多。她帮助这个孩子的行为，真是
挺感人的。”昌盛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本报讯 （胡杨波 陈璐 记者 吴立
群）近日，珠山公安分局珠山派出所通
过线索研判，成功破获一起容留他人吸
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10月 31日 22时许，该所民警接到
群众匿名举报，称在辖区某居民屋内有
人吸食毒品。

接到举报后，该所民警高度重视，
立即展开深入细致的摸排走访工作。经
缜密侦查后，该所立即组织警力，在该
处当场抓获涉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犯

罪嫌疑人程某某和吸食毒品的违法嫌疑
人张某、付某某，并依法传唤至公安机
关。经审查，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如实交
代了多次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
事实，并对其容留他人吸毒的违法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违法行为人张某、付某
某对其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均供认不
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已被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某已被行
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何方 记者 吴立群 文/图）近日，景
德镇水务公司第二期青年人才培训班在德兴大茅山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拓展训练。

该班38名学员在教练的带领下，参与了开营
破冰、双解码游戏和丛林穿越等训练项目。通过此
次训练，改善了学员及团队惯有的负面及消极观念
和情感模式，建立起了全新的富有激情的人际关
系，也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协同能力。

本报讯（赵丹丹 钱武文 记者 查
艳 文/图）“终于找到了，如果没有你
们，那天我都不知道会怎样，非常感
谢你们！”11月5日上午，年过七旬的
毛春花来到昌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送上了一面锦旗，以此来感谢危
难之时伸援手、做好事不留名的城管
队员。

据了解，10月29日傍晚，毛春花
独自一人串亲戚，不料却在景德镇学
院后门附近迷了路。正当她非常焦急
不知所措时，几名执勤的城管队员看
到了她，并立刻上前询问她需要什么
帮助。

在得知毛春花家住新枫园附近
后，城管队员考虑到天色已晚，加之

毛春花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为确保
老人的安全，他们将其搀扶上执法
车，经过耐心寻找，终于将毛春花安
全护送到家。

11月初，毛春花从辖区交警口中
得知，当初帮助自己的人，很可能是
昌江区城管局的队员。于是，她便寻
找到了昌江区城管局。

通过该局信访办，毛春花最终找
到了那四位帮助过她的城管队员陈新
华、牛俊、孙荣庭、王佳斌，并把一
面印有“危难之时，城管相助”的锦
旗交到他们手中。

城管队员们表示，这是一件寻常
小事，人之常情，碰到这样的情况，
相信每位城管人都会主动上前帮助的。

昌 江 城 管
弘扬社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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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派出所破获一起容留吸毒案

本报讯 （孙淑怡 记者 吴立群）近
日，珠山公安分局湖田派出所成功破获
两起陶瓷企业偷排污水案。

10月 24日 12时许，该所接到珠山
区环保局提供的一起下窑路附近一陶瓷
厂违规排放污水的线索后，立即派出精
干警力，与区环保局执法队就线索中
所提供的位置及其周边进行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民警发现，下窑路附
近某陶瓷厂和某陶瓷作坊正在违规排放
污水且污水流入南河。民警随即对陶瓷
厂和陶瓷作坊分别进行现场拍照提取证

据，随后将陶瓷厂的法人代表曹某初以
及某陶瓷作坊负责人黄某平传唤至派出
所调查情况。

经审查，曹某初和黄某平对其负责
的某陶瓷厂和某陶瓷作坊违规排放污水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根据现场提
取的证据及周边人员走访情况进行核
实，认定某陶瓷厂和某陶瓷作坊偷排污
水案符合立案标准，事实清楚，证据明
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规
定，民警对曹某初和黄某平两人均处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湖田派出所破获两起偷排污水案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我市“6·16”特大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案件进行了判决：该案6名相关涉案人员获刑（主犯
分别获15年、13年零6个月和10年有期徒刑），三个涉案单位分
别判处罚金。

记者从市税务和公安部门获悉：2015年底，市国税局直属分
局向市局稽查局反映，称景德镇名门商贸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在
短时期开出巨额专用发票 （开票金额高达4.4亿元） 后突然消
失，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接案后，市局稽查局立即将线索
通报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并联合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

据查，景德镇名门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办理税
务登记，于当年8月至11月期间，累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2
份，申报销售额294246020.85元；景德镇远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于2015年 10月 8日办理税务登记，于当年 11月申报销售收入
97683272.41元，开具专用发票100份；景德镇宝平商贸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办理税务登记，于当年 11 月申报销售收入
49123697.98元，开具专用发票53份。

办案人员通过深入调查，历经波折，最终找到了三家涉案企
业的会计，并得知这三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一名叫黄某的男子
（1983年出生，景德镇人）。办公场所除一名开票员外无其他人
员，公司没有生产经营场地，账上也从没有运输凭证。

为查清真相，办案人员根据前期调查情况，调取了上述公司
在金融部门的资料，发现景德镇名门商贸有限公司存在着频繁的
资金“对倒”行为。仅在2015年8月26、27日两天内，该公司

共有34笔款项支付给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金额累计达10341.74
万元，而每汇出一笔款之后，便有相等的金额从天津某商贸有限
公司流入到名门公司。该公司此外的每一笔款项都是采用这种频
繁“对倒”的手法。

专案组在初步掌握了上述公司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线索后，
于2016年6月17日正式立案侦查。该案的侦办得到了省、市各级
领导的高度重视。省领导对该案作出专门批示；2016年6月30
日，省打骗打虚工作组、省国税局稽查局及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领
导一行来到我市，听取了专案组关于“6·16”专案的汇报并做
出重要指示。2016年7月22日，该案还被公安部列为部督案件
并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经过专案组成员的努力，2016年6月，警方成功将三家公司
实际负责人、总经理黄某抓获归案。据黄某交待，该公司在无生
产经营场所、无加工能力、无员工、无运输行为的情况下，于
2015年8月至11月期间，累计接受多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三家公司开出的发票全部都是虚开发票，累计金额高达4.4
亿元。

这些公司的进项货物全部为AU99.99标准黄金，但经过“洗
票”程序后，标准黄金全部成了废铜、废钢、煤等与黄金无关联
的货物，然后对外虚开。该案共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
高达8亿元，涉嫌虚开发票455份，偷逃税款达1700余万元。

记者得知，这起案件是目前我市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最大的
一起涉税案件。案件的破获，有利于维护我市正常的纳税秩序。

本报讯（喻霞 记者 万慧芬）近日，浮梁县供
电公司组织开展了“百万网民学保密”活动。

该公司员工分别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了答题，人
员达520人（其中公司本部员工194人、供电所员
工236人、集体企业员工57人、业务外包人员33
人），全员完成率和成绩合格率均达到100%。该公
司已按市公司要求，将全部考试人员名单及考试成
绩报备保密办存档。

本报讯（余铤山）近日，市特种陶瓷研究所为
进一步增强职工的防火和消防安全意识，专门组织
职工开展了一次防火安全操作演示活动。

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指导职工如何使用灭火器以
及预防火灾。通过活动，提高了职工的灭火操作基
本技能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报讯（查先兰 记者 甘牧）近日，珠山区太
白园街道浙江路社区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就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展了专题学习。

学习会上，主讲人向大家深入解读了该条例，
同时结合社区的具体工作实际与案例，向大家详细
介绍了修订后条例的特点。今后，该社区还会继续
组织党员对该条例进行集中讨论和学习。

本报讯 （方红英 记者 查艳） 11月 5日上午，
珠山区新村街道中路社区为辖区居民举办了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社区专干讲解了我市及国内近年来发生火灾的
事例，并介绍了家庭火灾预防、火灾发生后的处置
手段及正确的逃生方式等知识。工作人员同时指导
居民应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以及遇到液化气钢瓶
起火时应如何紧急处置。

本报讯 （记者 周筠）近日，珠山区昌河街道
组织全体干部、社区主任及综治专干和宗教联络
员，召开了宗教安全工作会。

大家学习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街道
党工委负责人要求以街道党政办和综治办为主，各
社区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综治专干为直接责任
人，宗教联络员为具体工作人员，广泛宣传党的宗
教政策，引导辖区信教群众合法信教，并加强对辖
区非法宗教场所和外来教派的监管，共同创建团
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

“可视化”就是将企业活动中的各种信息，如数
据、图表等通过看板等载体显示出来，以利于员工能
直接看到和掌握相关信息的管理手段，促使单位员工
相互知晓、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与落实。

近年来，航空工业昌飞聚焦价值创造导向，探索
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看板管理体系，把基层党建、企
业文化、企业管理及科研生产等各项工作的主要情况
通过看板进行公开展示，营造了晒态势、促提升的工
作氛围，推动了党建文化与科研生产的深度融合。

晒态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昌飞公司注重做好先
进典型的选树，并通过可视化看板广泛展示传播，让
全体员工学有榜样，向党员先锋看齐、向明星职工学
习，激发工作激情，争当先进典型。

昌飞公司试飞总厂、总装厂、数控厂等单位党组
织坚持每月将党员考评得分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得分
情况推选季度党员先锋，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昌飞公司各单位还围绕价值创造这一主题，建立
“晒态势、促提升”看板，坚持以数据说话，将党小
组、党员、班组长及业务骨干的工作绩效在可视化看

板上晒出来。通过党员与党员比、党员自身现在与过
去比晒出业绩、晒出氛围，促使广大党员变压力为动
力，争创先进，激发党组织活力。

晒问题，高效完成科研生产任务

随着直升机产量的增长，对现场问题解决速度和
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昌飞公司要求各单位以SQCDP
等看板为载体，及时有效暴露、解决各类现场问题，
促进科研生产各项任务的高效完成。

员工在生产中遇到问题时，如个人无法解决，就
可直接在班组SQCDP看板上提出。这样，班组长、车
间主任等管理者便可直观地掌握每天生产的实际情
况，并针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或已识别的，以及有可
能对生产造成影响的问题进行分类记录、原因分析、
制定措施、状态标识、跟踪封闭、分析总结，实现快
速解决问题并保持生产稳定可控的目标。

对于不能自行解决的现场问题，只要员工及时在
车间SQCDP看板上提出，昌飞公司明确由生产调度部、
吕蒙现场办等单位负责，安排专人定期到各车间
SQCDP看板上收集问题，畅通问题提出和解决的渠道。

为避免出现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任务不能按时完
成的结果，该公司大梁厂要求每个班组主动将问题暴
露在SQCDP看板上，成立自检专检巡查组，每周至少
一次对自检专检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发现违规情况立
即进行整改。对于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的铣工班，该厂
制定了全新的激励政策，每月拿出全班组奖金的20%
进行重新分配，奖励当月质量无差错的员工，有效地
保证了大梁的质量，提高了大梁的生产效率。

晒绩效，提升组织及个人价值创造能力

该公司通过对现有22个车间（分厂）127块看板
进行整合，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党建文化与
中心工作融合看板体系。在该公司的生产现场，各类
看板既形象化展示党建和文化理念，又融入管理，与
其他管理工具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营造精益求精、
团队快乐的文化氛围。

各单位可视看板晒出的数据，与单位和班组、个
人绩效相结合，与重点、难点业务工作相结合，促进
了组织及个人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昌飞公司企业劳
动用工效率等三项主要指标均位居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所属成员单位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