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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顺税务：
“三色”调“靓”税务底色

长顺：
长顺
：百名布依族学生 庆祝建党百周年

布依学生摆出“100”
字图案庆祝建党百周年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讴歌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辉传统与优良作风，4 月 2
日，长顺县布依族小学生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庆祝党的百年
华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日，记者走进长顺县冗雷小学，远远地就传来了嘹
亮的歌声。在宽阔的操场上，100 名布依族小学生身着传统
服饰，摆出“100”图案字样，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熟悉的旋律仿佛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
程、百年的光辉历史画面又重新带到人们面前。
“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知
道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
报效祖国。
”布依族小学生彭斌说。
歌唱结束之后，孩子们拉开党旗画布铺在操场上，在
老师的指导下，俯下身子、一双双小手涂满颜料，用淳朴

学生用手掌为党旗画布涂色
的童心和稚嫩的小手为党旗画布涂上颜色，不一会儿一面
印满小手印的党旗展现在人们眼前。
“我们通过上党课、唱红歌、手绘党旗活动，让广大师
生进一步了解党的艰辛历程，我们通过手绘党旗，让广大

师生进一步了解我们党旗的来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冗
雷小学校长王正武说。
（本报长顺记者站 朱涛 蒯华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长顺县税务局紧紧围绕“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主要目标，坚持以纳税人
缴费人需求和困难为导向，
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不断提
升服务质效，
不断调“靓”税务底色，
有效促进了税收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
“一个理念”提亮色。长顺税务牢固树立以纳税人、缴费
人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建设学习型分局，培
养“学习型”干部，严格按照“早晨会、晚总结”学习机制开
展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及文明礼仪培训。2020 年以来，共组
织学习培训 36 次，累计参训人员 720 人次，切实强化了责任担
当，用税务干部优质的职业态度和素养实现了办税零距离、业
务零差错、办税零障碍，连续 5 年窗口零投诉，纳税服务质量
再获提升。
“两个原则”增暖色。长期以来，该局坚持按照“一次都
不跑”
、“非接触办”原则，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聚焦优化服
务，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提升服务效能、精简报送
资料等措施，将办税服务从“最多跑一次”逐步转变到“一次
都不跑”，大大压缩纳税人办税时间，提升了办税效率。围绕
抓“六稳”、促“六保”，聚焦“四力”要求，大力推行“非接
触式”办税，将能网上办理的 185 个涉税事项全程网上办理，
让纳税人少跑马路、让信息多走网路。2020 年，共引导纳税
人网上申报 4 万余户次，网上申领发票率达 80.45%，网报率达
98%。
“三项机制”添姿色。坚持以“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
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为宗旨，切实提升办税服务质
效。“预约延时”让纳税人暖心。认真落实预约办和延时办服
务制度，用青年干部真情服务、真心服务、真诚服务的理念实
现优质纳税服务。“提前介入”让纳税人放心。建立“提前介
入服务”机制，向新办企业提供税收政策、风险防控提前介入
服务，提前告知企业最新税收政策，让纳税人交放心税、明白
税。“容缺办理”让纳税人安心。推行涉税事项容缺办理，符
合办理条件的纳税人，若相关资料不全，在签订 《容缺办理补
正承诺书》 后，即可办理相关业务。截至目前已容缺办理 13
户、预约办税 126 户、延时办税 244 户。
（涂雅君）

龙里龙山：干群同心推进项目建设

龙里：茶农抢采茶青制作明前茶

工人对茶青进行脱毛处理
本报讯 清明时节，龙里县湾滩河镇苗岭茶场里的茶
树郁郁葱葱，
嫩芽傲立枝头，
当地茶农趁着春日暖阳采摘加
工制作明前茶供应市场。
俗话说，明前茶，贵如金。清明时节的芽叶细嫩，味醇
形美，
因此，
明前茶是茶中佳品备受人们喜爱。采摘好的茶
青经过杀青、揉捻、理条、烘干、抛光、脱毛、提香等制茶工序
后即可上市销售。
湾滩河镇苗岭茶场从 2016 年开始种植，到 2020 年开
始采摘茶叶。近年来，湾滩河镇以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为抓
手，
充分发挥各地自然条件及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茶产业种
植。截至目前，该镇茶叶种植面积已达 1.65 万亩，进入采摘
期 1.2 万 亩 ，年 产 干 茶
22.5 万 公 斤 ，年 产 值
5500 万元，带动当地村
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龙里记者站
龙毅 王家丽 徐黎
摄影报道）

致富
“领头雁”
——三都县返乡创业人员张永带领群众吃上“茶叶饭”
文/图 本报三都记者站 李荣发

茶农抢采茶青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和平村有这样一个人，他用 8
年的时间扎根深山，凭着一股子韧劲，带领当地群众把荒山
荒坡变成了金山银山，用实践探索出一条产业兴、生态好、
村民富的茶产业发展之路，他就是返乡创业致富带头人——
张永。
这些天，张永都在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茶商，向他们介
绍今年茶叶的情况。
2013 年，在外省茶厂打工七、八年的张永带着技术回
到家乡开始创业。他用打工攒下的积蓄开办了茶叶加工厂，
通过改良炒茶工艺，改变了以往人工一天只能加工四、五斤
茶叶的历史。通过机器炒茶，一天可以完成一万多斤的鲜叶
加工。他自己种植茶叶 400 余亩，并对群众种植的茶叶进行
回收、加工、销售，打消了群众种茶的后顾之忧。
经过几年的发展，2017 年，张永注册成立了三都水乡
茶叶有限公司，形成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体
系。为了把家乡茶产业发展得更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指
导下，张永和村里种茶大户一起成立了凉山茶叶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当地群众加入到合作社当中，通过“企业+合作
社+核心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带领贫困群众通过发
展茶产业脱贫致富。
“村民们采回来的茶叶，我们及时回收，并进行加工和
销售，公司带动了 1000 多户 5000 多人就业。
”张永说。
在张永的示范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茶
叶饭”
，走上了致富路。村民谭忠明就是其中一个。
“我家种植茶叶 30 亩，每年每亩有 5000 至 6000 元的纯
收入。
”谭忠明说。
2018 年 6 月，张永被贵州省委评为“全省脱贫攻坚优秀
共产党员”，同年被黔南州委评为“全州脱贫攻坚优秀共产
党员”，被三都县委县政府评为“三都县脱贫攻坚致富带头
人”等称号，张永参与的“凉山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
荣获黔南州、三都县“脱贫攻坚先进合作社”“重点龙头企
业”等荣誉称号。
图为张永指导群众采茶。
图为张永指导群众采茶
。

本报讯 春光正好，恰逢生产劳作好时节。走进龙里县水
系连通项目一、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有的在
用编织袋灌装泥土，
有的在砌堡坎，
还有的在操控挖掘机进行吊
装。
龙里县水系连通项目涉及龙山镇余下村 7 个村寨，拟在余
下村流域内建设朵花气盾坝、古河道气盾坝、余下气盾坝等水文
景观。项目落成后，
当地群众不仅能拥有家门口的景区，
还能解
决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治和提高项目区农田防洪抗冲能力。
因此，
当地村支两委及群众对这个项目都鼎力支持。
“我们来这里有 10 多天了，余下村专门成立工作专班来配
合我们工作，有困难时他们比我们还着急，我们施工到哪里，工
作专班都会来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并且很快就能帮我
们解决。
”
来自毕节的一名技工告诉笔者。
正是得益于镇、村、组三级干部的努力和当地群众的配合支
持，余下流域内的水系连通项目施工顺利，每天至少有 40 人在
施工，
目前已完成朵花、余下气盾坝施工和古河道气盾坝基础施
工。
该项目预计在 2021 年底全面建设完成。项目建成后与紧
邻的莲花湿地休闲体验区、龙架山森林公园、朵花大桥玻璃栈
道、龙里水乡、油画大草原等形成规模集群效应，预计可带动
800 余人就业。
图为工人在加紧施工。
(刘深林 冯明菊 摄影报道）

家中着火 都匀9岁男孩上演“教科书”式自救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公园南巷一居民楼四楼起火，家中正
在写作业的一名小男孩被火苗“挡住”了唯一的逃生出口，9 岁
的他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消防知识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自
救，
最终获救。
据参与救援的一名消防员介绍：当日，消防人员接到报警
电话赶到小男孩家，破门进入家中，一组消防员找到位于卧室
的起火点进行灭火；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家中搜救被困人员。现
场浓烟弥漫，视线模糊。此时，卫生间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消
防人员顺着声音在卫生间找到一名男孩，并迅速将男孩转移到
楼下空旷地带，
小男孩获救。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该男孩讲，他今年九岁，上小学三年级。事发时他一个
人在家写作业，等他闻到烟味察觉卧室起火时，火苗已经窜到
门口，
“ 挡住”了他唯一的逃生出口。他迅速跑到阳台大声呼
救，确定邻居已经报警后，便转身躲进卫生间，关好门窗，打开
淋浴喷头开始对着门框和门喷水降温，冷静地等待消防员的救
援。
从发现着火，到阳台呼救、再冷静等待救援等一系列操作，
让人不禁感叹小小年纪的男孩在突发情况下仍能正确处置并
成功自救。据男孩讲，他在学校曾参加过消防演练、上过学校
消防安全公开课，他早已把遇到火灾要迅速拨打 119 报警求助、
正确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牢记心中。
（本报记者 吴升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