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初秋时节，距离平塘县城12公里的茶果山基地
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游客们徜徉在醉人的茶海间，一边欣
赏着缀满枝头的油茶果，一边拾捡着茶花鸡“遗失”在林间的
土鸡蛋，玩得不亦乐乎。

“我每次心里烦躁的时候都喜欢到‘油茶孃’这里来，爬
爬茶山、捡捡鸡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像置身在世外桃
源一样，心都跟着静下来了。对了，她家的土鸡蛋味道一绝，
有机会一定要尝尝。”游客杨丽华指着满筐的绿壳鸡蛋极力
推荐，那是她一个下午的“战果”。

游客口中的“油茶孃”是贵州玉水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法人代表安芬。据安芬介绍，公司主要发展有机油茶种
植及生态养殖，现有油茶林1020亩，示范带动平塘县及周边
县域种植油茶林共计50000亩，通过生态放养的形式开展林
下养殖绿壳蛋鸡 20000 羽，通过纯草料生态饲养本地黄牛
250头。公司依托“产业+旅游”及“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全年可解决当地农民用工约 20000人次，使每户每
年增收8000元，实打实的绿了荒山富了民。

由于公司长期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模式，在县里起到示范
性作用，已先后获得“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科普惠农兴村工
程’示范基地”等 20余个荣誉称号。提起这些荣誉，更让安
芬难忘的是公司发展过程中得到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政府和税务部门的
大力支持。”安芬感谢地说道，“税务部门连年开展的“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给公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揽子减税降
费政策红利的兑现更是为公司发展蓄足了动能。今年 1-8
月，我们共收到减税“红包”27.22万元，其中 20.70万元是国
家支持“三农”为公司省下的资金。”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的涉税诉求，尽税务之力为纳税人办
好事、办实事，平塘县税务局组织党员先锋队开展“访千企、
察民意、解难题”活动。活动开展过程中，税务干部了解到安
芬因不了解“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相关事宜导致公司在成
本抵扣环节吃了不少亏，随即向她讲解了相关政策及办理流
程。“我们平均每年都要在农户手里购买玉米、谷糠、玉米杆
之类的农产品约200吨，费用大概在100万元左右，这下又可
以省下一笔不小的成本费用了。”对于税务干部的这次上门
辅导，安芬非常满意。

除此之外，为助力贵州玉水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
的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平塘县税务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通过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等实现办税成本的降低；
通过推行“首违不罚”、“银税互动”、“非接触式”办税等
举措实现纳税服务质效的提升，让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不断提高。

“之前领发票不论严寒酷暑都得跑到税务局办理，遇到
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得跑好几趟。但‘非接触式’办税推广
以来，我几乎都在家办公了，开票、领票、申报等常办的涉税
事项都可以在电子税务局上完成。电子发票普及后，纸质发
票就用得少了，偶尔需要领票，也只需动动手指，然后等着发
票自己到家就好，办税效率大大提高。”谈起平塘县税务局推
行的发票“网上申领+免费寄递”服务，公司财务人员曹丽竖
起了大拇指。

茶果山可以旅游，茶树上结的茶果可以榨油，茶树下长
的杂草可以喂牛，茶林间喂的茶花鸡在驱虫除害的同时还能
产出味道鲜美的土鸡蛋，而鸡粪牛粪又转化为油茶树的天然
农家肥。在税务力量的助力下，一条茶海“生金”的超链接完
美形成。

“减税降费的好政策为我们省下了这么多资金，税务局
的服务又这么到位，我也不能辜负咱们政府的期望。我们公
司目前正以一对一的方式资助村内4名在校贫困大学生，每
人每年4800元的爱心资助让他们逐梦大学无后顾之忧。同
时我准备进一步扩大油茶种养殖规模，争取带动更多的村民
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巾帼力量。”谈起未来的规
划，安芬信心十足。

作为守护这“金山银山”的平塘税务人，今后将继续深入
挖掘“贵人服务”品牌内涵，把纳税人作为贵人对待，不断提
高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红利落实落
地，为打造“平塘县油茶林种植及林下养殖产业化联合体”贡
献税务力量，让“减税”红包成为茶海“生金”的强劲动力。

（李立 摄影报道）

平塘税务

“税力量”助力茶果山“青山”变“金山”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中医医院党委组织内科、外科、骨
科、妇产科、针灸科、治未病科等科室的专家及党员志愿者来
到明田社区开展“一心向党·好花正红”义诊活动，在保障群
众健康的第一线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全力守护社区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

在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社区居民发放健康手册和宣传
单，专家耐心解答老年人关心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等
疾病预防的疑问，热情主动为前来就诊的女性群众普及妇科常
见疾病及预防措施。针对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专家通过中
医针灸为居民现场治疗，发放药品并叮嘱他们多关注自己的身
体，定期体检，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血糖
监测、血压测量的同时，还根据居民个人情况，给予一些指导
性建议，达到了便民不扰民的效果。据统计，此次义诊共测血
压61人次，测血糖53人次，针灸32人次，赠送药品36盒，发
放宣传资料280余份。

社区居民们纷纷表示：“这种义诊活动真是太好了，行动
不便的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做检查，还能了解到很多保健养生
知识，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预防疾病，使身体更健康。”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进社区活
动，党员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基层一线
彰显党员的责任担当，在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中展现党员本色，
让党旗飘扬在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苏茜 本报记者 许兴德）

惠水县中医院

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责任编辑 陈 海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本报讯 近日，为切实做好秋季学期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州市场监管局全面加
强全州大中小学、幼儿园食堂、食品生产配
送单位食品安全监管，确保广大师生饮食
安全，为学校顺利开学保驾护航。

加强食品生产配送监管。充分吸取各
地食品安全事件教训，联合教育部门对全
州 16家涉校食品配送企业有关负责人开
展约谈、培训和全覆盖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加强食品加工储存配
送过程控制、人员卫生健康管理、器具清洗
消毒，从源头把控食品生产配送关口，严禁
不合格食品流入校园。截至目前，检查发
现问题隐患8个已全部整改完毕。

开展校园周边综合治理。联合城管等
部门坚决取缔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流动
食品摊贩，对校园周边餐饮店等经营户开
展全覆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无证经营、售

卖“三无食品”、向未成年人售酒等行为，确
保校园周边食品销售市场管理规范、有
效。截至目前，全州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
营户295家次。

推进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将学校食堂
洗消间、烹饪间、备餐间等关键部位和清
洗、消毒、切配、烹饪等重点环节放在师生

“眼皮”下直接监督；将教育部门食品监控
平台接入“黔南州市场监管系统”，全力做
好联合监督；大力实施学校食堂“互联网+
明厨亮灶”，推进阳光操作，实现食品安全
透明化、可视化管理。截至目前，全州
1565 所中小学（托幼机构）食堂“明厨亮
灶”覆盖率达到 100%，
学校食堂“互联网＋明
厨 亮 灶 ”覆 盖 率 达 到
58%以上。（石益勇 蔡
航 杨姝妮）

州市场监管局

守师生食品安全大门 护学校顺利如期开学

本报讯 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
绕“四新”主攻“四化”，今年来，州市场监管局出
台《服务“四化”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立
足职能职责，狠抓工作落实，有力服务全州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市场准入环境。推
进企业开办“证照分离”“照后减证”，深化全程电
子化登记、企业简易注销、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申报承诺制改革，推出预约登记、延时服务、邮寄
服务等便民利企措施，实现企业开办“一次提交、
信息共享、同步办理、限时办结”，申请人资料齐
全、符合要求时最快可在1天内予以核准。同时，
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
日，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审批发证时间压缩至
25个工作日，服务相关产业产品高效率发展。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出
台《黔南州质量强州工作实施方案》，实施产品、

制造业、农业、工程、生态环境、服务“六大质量提
升工程”，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各行各业质量水
平整体提升。围绕六大农业主导产业，为相关县
（市）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检验检测服务。同时，
推进建设 5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清理 105
项州级地方标准，促进全州工业转型升级和提质
增效。实施“专利强农、商标富农、地标兴农”工
程，推动知识产权与乡村振兴、工业质量高度融
合，龙里豌豆尖等 4件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夯实质量发展基础，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停
收强制检定目录工作计量器具检定费用，为企业
节省检定费用92.5万元。同时，大力整治中介服
务、行业协会和水、电、气等领域收费违法行为，
已检查涉企收费单位74家、罚款7.66万元。建立
14个部门组成的反不正当竞争联席会议制度，落
实公平竞争审查举措，组织各县（市）、州直部门

开展政策文件增量审查90件、存量清理7件。严
厉打击侵犯企业字号名称、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
权违法行为，已查办案件 66 件、罚没款 17.18 万
元。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构建市场诚信体系。创
新“333”信用监管模式，最大限度发挥信用监管
效能，做法获省政府办公厅推动高质量发展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地方通报激励。拓宽“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实施范围，已联合全州 61家单位开展
抽查 200次、检查对象 632户。加强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配合文旅部门加大对旅游市场整治
力度，截至目前，全州查办各类案件1439件、罚没
款 511.57万元。畅通 12345投诉举报平台，提高
网站留言、局长信箱、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服务水
平、知晓度和使用率，已处理投诉举报咨询13700
余件。

（石文钊 杨姝妮）

州市场监管局

四轮驱动助力“四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心情放松，不要紧张，手术的医生都是县里
面的专家，你闭上眼休息会，手术就结束了。”9月7日，在长
顺县代化镇中心卫生院手术室，长顺县医疗集团副院长、主
任医师胡开映与患者郝女士语调柔和地说道。

9月 3日，郝女士不慎跌倒，右脚踝疼痛不止、肿胀，不
能独立行走，遂至代化镇中心卫生院就诊，诊断为“右侧腓
骨下段骨折”，经会诊讨论，由长顺县医疗集团专家团队下
沉代化，为郝女士手术。

“一开始我们家里人都吓坏了，县里面的专家下来以
后，我们就宽心了，手术很成功，谢谢大夫。”郝女士的丈夫
说。

代化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成其斌说：“在医共体没有成立
的时候，遇到手术患者，我们都会转到上一级医院，现在有
集团作为强大的后盾，病情复杂的患者在当地就能进行救
治了，有问题我们也会及时请教集团医院的专家，基层医院
的诊断能力和手术技能得到了提高。”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长顺
县集中优势资源，形成了由上向下“输血”和下级自身“造
血”相结合的专家下沉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纵向下沉，
以此快速提升基层医院服务能力，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医疗集团专家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得到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

“我们根据各个乡镇人员流动情况，制定县级专家下沉
排班表，每个卫生院都有不同专家前来坐诊，不定期还会邀
请专家举行培训班，提升基层医疗水平。”长顺县医疗集团
医务科主任梁厚广说道。

根据基层群众诊疗需求，该医疗集团选派内科、外科、
儿科、妇科、产科、眼科、中医等学科专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进驻坐诊、带教、教学指导等，实现集团内所有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覆盖率100%。

“这里存在部分少数民族不会说普通话的情况，语言交

流不畅导致这部分人不愿意到乡镇以上的医院去看病，所
以我们只能借助医疗资源下沉，在镇上为他们解决困难。”
在代化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医疗下沉工作的集团120急救中
心主任陶波说道。

以前，偏远乡镇的到县级医院看病，路途远、开销大，而
如今在乡镇卫生院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县级专家提供的医疗
服务。可以说，这对于节省就医时间和提高治愈率有着重

要作用的，也保障了病人的生命安全。
长顺县医疗集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和平表示，该院通

过建设紧密型医共体，借助专业优势，实行医院管理、学科
建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用等资源共享，并提供各项支援，
让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下沉到基层，补齐医共体成员单位
的短板，帮助医共体成员单位提升诊疗能力和水平，让基层
百姓享受到高、精、尖的诊疗服务。 （孙晓宇 摄影报道）

长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群众便利实惠上升

本报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迅速部署防控，由纪委牵
头，联合疫情防控办等相关科室，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开展监督
检查，坚定不移地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福泉市一医院纪委及时传达国家、省、州、市相关疫情防
控工作的典型通报，从警示案例中知敬畏，进一步压紧压实责
任。制定工作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督查，立足靠前监督、
精准监督，深入到总院各科室、各分院和各村卫生室进行密集
督导检查，督促各级医务人员履职尽责，重点针对主体责任落
实、防控措施落实、查纠失责及工作缺陷等工作开展监督执
纪，对存在的问题下发督查通报，要求限期整改，对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存在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整改。

组织开展“五查”（各级党组织是否落实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是否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规范；是否落实医护人
员个人防护规范；是否落实清洁与消毒规范、职业暴露规范；
是否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防控措施），保障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

（曾红 吴紫花）

福泉市一医

强化监督检查 筑牢防疫屏障

本报讯 近期，惠水县税务局纪检组为切实落实好省局纪
检组关于强化疫情防控监督工作要求，通过“抓好学习”“压实责
任”“落实监督”三举措推动疫情防控责任落细落实。

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纪检人员学习疫情防
控相关文件精神，把准监督要求和方向。通过学习总局、省局及
省、州、县疫情防控要求等一系列文件精神，找准防疫监督工作
的切入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疫情防控的最新部署上来，
立足本职岗位，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各项疫情防控部署落实到
位。

压紧压实责任，积极主动作为。督促各部门负责人加强部
门人员对疫情防控文件精神的学习贯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
任，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的疫情防控再加紧、再盯
牢、再抓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明的纪律性，落实落细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强化监督检查，推动责任落实。以开展常态化巡查的方式，
对分局、办税服务厅开展防疫责任落实情况和疫情防控纪律执
行情况强化监督检查，对发现防控责任压得不实、防控措施不完
善的及时提醒推动整改，坚决以铁的纪律、严的作风保障疫情防
控工作举措落地见效。

（刘莉 本报记者 许兴德）

惠水税务

“三举措”强化疫情防控监督

开展面对面业务指导专家下沉基层进行手术麻醉

党员先锋队到油茶种植基地了解油茶生长情况，并为纳税人讲解最新税费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