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当区税务局———

不断提升工作效能

提供优质税收服务

本报讯 近年来，乌当区税务局不断夯实税收征管基

础，强化事中事后监督，不断提升税务系统税收工作效能，

为群众提供高质高效的税收服务。

具体工作中， 乌当区税务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推

出了对纳税服务中关联业务进行打包、一次性为纳税人

办结多个涉税事项等便民服务措施，有效缩短纳税人办

税时间；在纳税人办理纳税业务时，工作人员会一次性

告知办理业务所需资料和业务流程，实现办理涉税业务

“最多只跑一次” 。同时，乌当区税务局还推出了发票网

上申领业务，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选择发票邮寄的

方式取得发票。

下一步，乌当区税务局还将把纳税人的满意度作为衡

量税务服务质量的标准，坚持从提升服务理念、提高服务

水平入手，做到税务服务工作精细化、人性化，让税务“放

管服” 改革真正惠及民众。

（本报通讯员 徐良帅）

9 月 21 日，乌当区举行 2018“生态乌当” 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传统文化展示活动。 本次活动以“团结、团圆、

和谐、喜庆” 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引导广大市民

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活动中，诗朗诵、传统民乐、

书画创作等节目相继上演。 图为茶艺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樊荣 摄

本报讯 为杜绝中秋、 国庆期

间的“节日腐败” ，严防“四风” 问

题反弹，连日来，乌当区通过早打招

呼、通报曝光、强化监督检查等方式

开展节前廉洁提醒工作， 教育和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

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乌当区纪委监委通过发送廉政

短信， 提醒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向全区各

级党组织转发省纪委、 市纪委通报

的有关违反作风建设和《贵州省公

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的典型案

例， 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从通报的

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把

严明节日期间有关纪律要求、 防止

节日期间“四风” 反弹作为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

把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作为节前廉政教育的重

要内容， 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

同时， 乌当区纪委监委结合实

际制定《2018 年中秋国庆期间“四

风” 问题检查方案》，联合相关部门

组成督查组，采取明察暗访、查阅财

务凭证等方式， 深入全区各机关事

业单位、 国有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重点关注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

受节礼、公车私用等问题，严格执纪

问责，对典型问题一律通报曝光，持

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

重” 的强烈信号。

（张嘉佳 本报记者 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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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绿色发展新画卷

———乌当区深入践行“两山” 理论探索转型升级之路

“以前我家旁边都是养殖场，

臭气熏天， 平时家里连门窗都不

敢开。 现在养殖场取缔了，家里终

于可以开窗了， 村里的环境变得

越来越好。 ” 日前，乌当区高新社

区阿栗村村民刘秀德高兴地说。

今年 7 月， 乌当区仅用 8 天

就完成了阿栗片区畜禽养殖取缔

工作， 涉及 95 户村民的 5000 余

头生猪顺利外运转移， 为保护生

态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

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 市民对于

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养殖污

染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与城市发

展和市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 取缔工作势在

必行。 ” 乌当区高新社区党委书

记宋玺说。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 自去年以来，乌当区先后

取缔了南明河河道小谷龙片区、环

溪河源头大龙滩片区、大龙井水源

地金字田组等地的生猪养殖，消除

了这些片区水环境污染隐患，有效

改善了河道水环境质量。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 在

“两山” 理论的指引下，乌当区深

知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厚植金山

银山的根基。

乌当区始终高举环保执法利

剑，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深入

贯彻全面从严整治、依法整治，加

大财政资金投入， 引导社会资源

投入生态建设， 率先在全省探索

生态保护大数据监控工作。 如今，

乌当区全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35 条地表水河流长度 353.56

公里，流域面积 633.62 平方公里

水质均未出现超标现象， 水质达

标率均达 100%；主要污染物总量

控制在市下达的目标范围内，在

“天蓝、碧水、绿地” 的基础上实

现了“蓝天更蓝、碧水更清、绿地

更幽” 目标。

2015 年以来， 乌当区持续开

展执法查处行动， 查处生态环境

违法案件 62 起，罚款 605.824 万

元；深入开展“六个一律” 环保利

剑行动和“六个严禁” 森林保护

专项执法行动，2017 年立案查处

了 41 起行政案件。

河流信息一目了然， 排污口

状态实时更新； 管理人员可以进

行水质数据分析， 河长可以进行

巡河指派……乌当区河长云管理

平台的“智慧” 让人耳目一新。

自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

来， 乌当区将大数据理念引入生

态治理体制机制中， 通过河长云

平台， 各级河长可实时了解河道

情况、河流沿岸排污口、污染源等

情况。

除了河长云平台， 乌当区还

着力建设智慧生态大数据云平

台，目前已上线，并与全市实现数

据共享。 其中，企业管理子系统已

接入贵阳市生态平台中， 企业数

据每 4 小时自动采集一次， 水源

地数据每天采集一次。 截至目前，

乌当区在线监测联网平台已建

成， 已完成纳入环境统计和重点

监管对象的 28 家企业的基础数

据录入。

此外， 乌当区还组织技术团

队精心打造“两山” 智慧云平台，

利用大数据手段为全省 “两山”

理论实践创新和生态治理提供交

流、 宣传平台， 更加高效地传播

“两山” 理念、探索转化路径、交

流生态治理措施，扩大乌当区“两

山” 理论实践创新工作的影响力。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

产力。 ” 乌当区深入实施“一河百

山千园” 建设，围绕沿南明河向下

延伸的重点开发区域、 生态长廊

及世界旅游名城重要景区景点的

定位，以及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的要求，在守生态的同时，重点

以打造南明河沿线周边公园及景

观建设为核心， 建成了以双溪湿

地公园、大龙滩湿地公园、关山公

园等为代表的城市公园， 强力推

进水东文化公园、 可龙杜鹃森林

公园、黄连森林公园等项目建设；

着力推动水生态走廊建设， 重点

打造南明河沿线生态走廊特色空

间，进一步优化健康旅游业态、基

础设施布局。

本报记者 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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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早上 8 点， 在靠近高雁垃

圾填埋场的检查点，乌当区环境卫生管理

站督察员刘元强将过路的垃圾运输车拦

下，仔细检查运输车有没有按照规定封闭

式运输、有没有渗滤液洒漏等现象。

“我们组织人员在路上设置检查点，

检查来往的垃圾运输车辆，对没有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密闭式运输的首先提出

警告，对再次违规的进行查处。 ” 乌当区

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刘孝祥说，“经过一

段时间的设卡查处整治，违规运输车辆变

少了，来往的垃圾运输车秩序井然，车容

干净整洁。 ”

为全力推进垃圾规范运输、减少环境

污染、杜绝臭味逸散，积极配合高雁垃圾

填埋场升级改造工作，乌当区加大工作力

度，全力营造天蓝水绿的优美环境。

2015 年 6 月， 贵阳市引入贵阳京环

环保有限公司对高雁垃圾填埋场进行技

改升级，三年来，通过技改和一系列抑臭

措施的实施， 高雁垃圾填埋场臭味逸散

问题得到根本性控制， 周边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

京环公司一进驻，乌当区委、区政府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便多次与市城管

局、京环公司对接协调，研究解决高雁垃

圾填埋场臭源问题， 并先后 23 次调度高

雁垃圾填埋场技改工作；区人大、区政协

多次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视察督

促推进技改， 确保最快速度解决臭源、最

大限度控制臭味逸散。

“针对垃圾暴露面积大、沼气外排等

问题，我们进行了填埋作业规划，采取原垃圾堆体覆膜整

形、新建填埋气处置系统、实施绿化工程等措施，对原垃

圾堆体实现了覆膜覆盖、绿化覆盖，24 小时不间断抽取处

置垃圾填埋气、高压喷雾辅助除臭，基本解决了填埋区臭

气逸散问题。 ” 贵阳京环环保有限公司高雁园区主任王善

鑫说。

为保障技改升级顺利进行，乌当区全力以赴做好拾荒

人员疏散工作，为填埋场封闭实施技改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高雁垃圾填埋场升级改造过程中，乌当区委主要负

责人、 市城管局以及贵阳京环公司相关负责人与 80 余名

保利春天大道、保利温泉新城、城市山水等周边小区居民

代表进行面对面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向业主代表通报高雁垃圾填埋场的历史沿革、

存在问题，对群众关注的技改升级问题进行解释和现场答

复， 讲清引发臭味逸散的原因和技改升级主要技术流程，

讲明实施技改以后将实现的治理成效，并表明区委、区政

府整治臭味逸散的坚决态度。 ” 乌当区城管局局长廖斌

说，“同时， 我们还组织开展高雁垃圾填埋场公众开放活

动，邀请群众现场监督、面对面解答群众提问，进一步获得

群众对技改升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

“下一步，我区将认真履行属地责任，继续全力以赴

配合市城管局及京环公司做好高雁垃圾填埋场技改升级，

全力以赴做好对群众诉求的回应，尽最大努力实现对高雁

垃圾填埋场臭味逸散问题的根源性解决和长效性控制。 ”

廖斌说。 本报记者 樊荣

推送廉政提醒短信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乌当区纪委监委织牢“防腐网”

厚植生态发展根基 生态底色越来越浓

探索“两山” 转化路径 发展动力越来越足

漫山遍野的菊花，缓缓升空的

热气球……9 月 22 日，羊昌·花画

小镇第二届金秋菊展及热气球天

空旅行节开幕，吸引了大量游客。

“这里景色很美，也有很多好

玩的活动， 每次搞活动我都会带

家人来玩。 贵阳周边能有这样一

个好去处，真的很不错。 ” 游客刘

敏说。

近年来， 羊昌镇以产业转型

升级为依托， 以重大项目建设为

抓手，坚定不移走“农文旅” 融合

发展道路， 努力打造充满特色的

“羊昌·花画小镇” ， 使之成为贵

州乃至西南地区花卉产业发展核

心区、贵阳北部重要旅游景区、贵

阳北部重要旅游地产开发区。

绿水青山要成为金山银山，

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探索出适合区域实际的有效路

径，促使产业结构变“轻” 、经济

形态变“绿” 、发展质量变“优” 。

为此，乌当区结合发展实际，明确

了以大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

系，统筹推进大健康、大旅游、大

数据三大产业发展， 走出一条具

有乌当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

之路。

乌当区以“大健康引领、大数

据融合、大旅游助推” 为主线，带

动全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

旅游服务业发展， 着力实现生态

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将清新空

气、清洁水源、凉爽气候、绿色农

产品等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发展生态利用型、循环

高效型、低碳清洁型产业，全业态

打造生态健康产业体系， 培育绿

色发展新动能，实现发展与生态、

富裕与美丽双赢。

依托良好生态资源优势，乌当

区围绕“着力推动医养健管融合、

康养健游联动、 种养加销一体、政

产学研结合” ，全面加快云锦洛湾

新型医药食品工业园、智慧云锦产

业孵化基地建设，全力打造以全产

业链、示范园区、创新平台、龙头企

业、金融服务为支撑的全省大健康

产业发展引领示范区。

围绕智慧城管、智慧旅游、智

慧医疗、 智慧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态聚集， 乌当区加快推动智慧城

市建设， 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

设试点， 在全省率先推动河长云

监管平台， 探索培育以环保物联

网为龙头的生态环保产业体系。

同时， 乌当区大力发展山地

旅游、康体运动、养老养生、民俗

休闲、农业观光、文化体验等生态

特色健康旅游业态，着力推进“三

品一标” 农产品“泉涌” ，加快推

进偏坡原味小镇、 羊昌花画小镇

等一批农业综合体建设， 加快农

村“三变” 改革工作。

构筑生态产业体系 经济形态越来越“绿”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区获悉，该区将与贵州

科学院加强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流，共建药食同源

项目。

乌当区与贵州科学院将立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基础，充

分利用贵州科学院在药食同源开发方面的优势，围绕“药

食材” 领域，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在乌当区沿旅游环

线新建药食同源项目———乌当区健康药膳养生园田园综

合体。 该项目由贵州科学院提供技术指导，将打造成种养

加销一体、 农旅文有机融合的健康药食材田园综合体，以

加快构建品种丰、品质优、品牌强的大健康产品供给体系，

推动健康产业转型，丰富健康服务业态。

此外，乌当区还将利用贵州科学院在生物生态、旅游

资源开发、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指导

帮助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项目申报、产业发展、新型农民

培训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撑和科技帮扶；充分利用贵州科学

院在医药检测方面的优势资源， 指导帮助医药企业开展

FDA 认证培训，推动医药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与贵州科学院合作

共建健康药膳

养生田园综合体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 在这

个丰收的季节， 走进 “黔中秘

境·生态乌当” ， 处处是丰收的

景象， 绿色经济正在这里结出

累累硕果。

去年 9 月 21 日，乌当区获

评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一

年来，乌当区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贯

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坚持环保优先、探索绿色

发展，“两山” 理论创新实践取

得丰硕成果，呈现出“发展与

生态、富裕与美丽” 共建共赢

局面。

乌当区将深入践行“两山”

理论，系统谋划“两山” 基地建

设， 从严监管保护自然生态、着

力构筑生态产业体系、 强力推

进示范项目带动、大力弘扬生态

文明新风等方面，大胆探索绿色

发展转型升级之路。

乌当绿色风貌。 视觉中国 / 供图

游客乘热气球游览花画小镇。

本报通讯员 韩德贵 摄

花画小镇金秋菊展上的菊花造型。

本报通讯员 韩德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