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20.2万公里 笑纳乌龙礼 伊朗开门红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今
天，原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原湖南省
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 新组建的国
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挂牌成
立。今后，全省纳税人在辖区内办理
涉税业务时，都能在综合办税厅“一
厅通办”；咨询涉税事项时，可拨打
12366服务热线“一键咨询”。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成立后，将具体承担全省范围内的
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等职
责， 可有效降低征税纳税成本，理
顺职责关系，提高征管效率，为纳
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的服
务。同时，统一渠道、统一登录、统
一界面的“湖南省网上税务局”也
将正式上线，可为纳税人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的办税服务。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贺
佳）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脱贫
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禁毒
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进一步发出了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的动员令。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定必胜的决心和
信心，拿出必胜的态度和措施，严格
落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 万众一心，
尽锐出战，务求全胜。要全面贯彻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既定
脱贫攻坚目标和扶贫标准不动摇，既
不急躁蛮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吊
高胃口，也不降格以求，既要坚强有
力，又要精准精细，确保焦点不散、靶
心不变，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一步
一个脚印把脱贫攻坚战扎实推向前
进。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开展“脱贫
攻坚作风建设年”等工作，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强化督查问责和跟踪问效，
坚决整治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突出问
题。 要重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
贫困群体， 充分调动全社会方方面面
的帮扶资源和力量，全力协同攻坚，确
保小康路上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李克强
总理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充分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精准精细招商引资，积极当好承接产
业转移的“领头雁”。要加快制造业转
型升级步伐， 积极运用高新技术、“互
联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培育发展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建
设制造强省。 要下大力气抓好农业生
产， 积极探索符合湖南实际的适度规
模经营， 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比较效益，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要认真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 积极发
展“互联网+民生”，加快培育和引导分

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健康发展，
让老百姓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禁毒
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
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站位，牢固树立
长期作战思想，坚持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依法治理，在认真总结过去经
验做法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 坚决防止毒品问题扩散蔓延，夺
取三年禁毒大行动全面胜利，打赢禁
毒人民战争。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组
织领导，层层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
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
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决不
能让毒品问题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济南6月15日电（记者 李
宣良 吴登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日下午
视察北部战区海军，强调要坚决贯彻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贯彻
转型建设要求，锻造海上精兵劲旅，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夏日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清
风。15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某潜艇
部队，首先听取了部队建设有关情况
介绍。军港码头上，前不久参加过南
海海域海上阅兵的某新型潜艇伏波
静卧，满旗高悬，艇员们在艇面上分
区列队， 精神抖擞迎接习近平到来。
习近平登上潜艇， 走到艇员们中间。
习近平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
大洋的潜艇兵们，他关切询问官兵的
工作生活情况。了解到官兵们爱岗敬
业、战风斗浪，圆满完成各项工作时，

习近平点头赞许。 习近平下舱室、进
战位， 详细了解武器弹药技战术性
能。 他勉励官兵们坚定理想信念，建
设坚强集体， 把打赢本领搞过硬。
习近平在潜艇航泊日志上郑重签名。
离开码头时，习近平特意走向停泊在
附近的另一艘潜艇，向整齐站坡的官
兵们挥手致意。

习近平在综合模拟楼察看了潜
艇部队训练情况。模拟训练设施怎么
样？能不能满足需要？有没有实际困
难？习近平边走边看，问得很仔细。得
知训练设施能够较好模拟实装性能
参数， 官兵们在这里得到很大锻炼，
习近平很高兴，叮嘱有关方面加强训
练条件建设，为部队训练提供有力支
撑。在声纳听音训练室，官兵们正紧
张进行声纳听音识别训练。 习近平现
场出题抽考，官兵们踊跃作答。看到
一名战士报出的答案准确无误，习近平

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离开潜艇部队，习近平来到北部

战区海军机关，亲切接见北部战区海
军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同大家合影
留念。

随后， 习近平听取了北部战区
海军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要正确把握国家安全
形势变化，抓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做好作战筹划、力量手段建设、指挥
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 要认真落实
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和军事训练大
纲，加大训练强度，创新训练模式，
严格训练监察。 要开展新时代群众
性练兵比武，加强针对性训练、实案
化训练、指挥员训练，加强军事斗争
一线练兵。

习近平强调，要用好改革有利条
件，贯彻海军转型建设要求，加快把
精锐作战力量搞上去。要积极探索实

践，扭住薄弱环节，聚力攻关突破，加
快提升能力。要加强前瞻谋划和顶层
设计，推进海军航空兵转型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加强各级党组织建
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从严抓
好强化战斗队思想、落实战斗力标准
工作，把从严要求落实到部队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要狠抓经常性基础性
工作，满腔热忱为官兵办实事、解难
事，把广大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充分调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 部队要做好军民
融合发展工作， 搞好同地方有关部
门协调配合， 加强制度机制和发展
模式创新。

14日上午，习近平在济南亲切接
见了驻山东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
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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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北部战区海军时强调

贯彻转型建设要求
锻造海上精兵劲旅

6月11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视察
北部战区海军。这
是习近平来到某潜
艇部队，登上潜艇，
同艇员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曹娴 刘勇） 省政府今天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通
报我省防治水污染、维护水生态的
情况。去年以来，我省坚持问题导
向，严格落实责任，着力解决一批
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的整改。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指出的76个问题中，整改
完成54个， 按要求完成节点任务；
持续推进17个。岳麓污水处理厂尾
水排口下移、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7.99万亩黑杨清理等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突出饮用水源环境整治。开展
长江经济带饮水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 按期完成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排查出的80个问题整改；积极
推进县级城市饮用水源地322个问
题整治，目前已整改完成223个。

引导工业企业进入园区集聚
发展，完善园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
140个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工业集
聚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加大历史遗留污染整治。以娄
底锡矿山、郴州三十六湾等区域为
重点，完成遗留矿渣、尾砂整治等
300余个项目，有效控制环境风险
隐患扩散。

坚持严管重罚。我省在全国率
先将环保执法机构纳入政府行政
执法保障序列， 全面实施网格化监
管和随机抽查制度， 及时整改了一
批环境风险隐患。2017年3月起，在
洞庭湖区针对工业企业违法情况
持续组织开展“环湖利剑”行动，通
过采取聚焦重点、开展排查、交叉检
查、全力推进、分类施策、严惩重罚、
舆论曝光等措施， 对环境违法行为
形成震慑， 共检查企业3978家，查
处案件660起，罚款2999万元。

我省解决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76个问题，

整改完成54个， 完成节点任务；140个省级及
以上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环湖利剑”行动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660起，
罚款2999万元

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强调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挂牌成立

今后所有涉税业务都可“一厅通办”
“一键咨询”

湖南日报评论员

在日前举行的全省优化发展
环境现场推进会上，会议举办者特
地组织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江华高
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以及近年来落
户江华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让大
家身临其境感受到良好的发展环
境给江华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显著
变化。

交流中，这些企业的负责人袒
露出共同的感受：虽然相比其他一
些地方，江华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发
展基础都没有比较优势，但江华干
部队伍敢担当、 善作为的精神状
态，以及由此孵化出来的“母亲式”
服务的发展环境，让他们感到这里
的“软环境”并不比其他地方差，他
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愿意与江华
一同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的关键在人、关
键在干部。 正如江华企业家所言，
“江华的干部， 从县长到下面任何
一个办事员，从上到下同一根针似
的，只要是企业提出的合理发展需
求，他们都能落实到位。并且，这不
是个例，任何一个想认真办企业的
企业主，只要来了就一定会选择江
华。”由此可见，干部担当作为，就
是最好的发展环境。

这些年，江华的干部秉着“硬
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踏破
脚皮”的原则，以三顾茅庐的诚意
登门拜访那些有转移意向的企业，
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感动投
资者；另一方面，他们创新机制，建
设湖南海外联谊会江华产业园；制
定招商中介奖励办法；与各种商会
组织合作，让商会组织成为自己招
商的“红娘”。正是这些努力，才有

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凤凰涅槃。
优化发展环境， 需要敢抓、敢

管、敢担当的“狮子型”干部、“推土
机式”干部。当前，有的干部把倡导
“亲”“清”政商关系，当作不愿意与
企业家交往的“挡箭牌”，还美其名
曰“怕说不清楚”。不难想象，这样
的干部多了，一个地方能营造出良
好的发展环境吗？前段时间，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
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的意见》，这既是给懒散、不作为的
干部敲警钟，更是给实干、敢闯敢
试的干部一颗定心丸。

衡量抓发展环境的能力，关键
要看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效
果，就是真正做到李克强总理日前
在湖南考察时要求的那样：“领导
重视” 就是领导服务，“领导关心”
就是帮企业省心，不让人为因素干
扰企业正常发展。当年，中信戴卡
落户望城经开区，为了配合企业一
期厂区顺利投产，望城经开区仅用
10多天便建好沿厂区周边路段；当
年，浏阳经开区为吸引蓝思科技落
户本地，30天完成了118亩厂房用
地征地拆迁任务，完成了投资者都
认为“不可能”的挑战。如果其他地
方都能具备这样的服务能力，湖南
的发展环境能不好吗？

优化发展环境， 需要善作为、
会作为、出实绩的干部。因此，要把
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发展作为
发现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突出实
践实干实效，以发展定奖惩、凭实
绩用干部， 旗帜鲜明地从组织上、
制度上为那些敢闯敢试、 埋头苦
干、 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引
导整个干部队伍集中精力优环境、
抓产业、促发展。

干部的担当作为
是最好的发展环境

——一论推动全省发展环境大优化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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