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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施策，换来“绿水青山”

如何提升生态颜值，镀亮江湖名城？岳阳
市综合施策，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稳步前行。近年来，
该市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抓
好“岳阳市总体规划”修编，坚持“不推山、不填
湖、不毁绿、不破坏城市年轮、不损害城市文物、
不改变城市风貌”。

生态发展，立法为先。岳阳制定了《岳阳
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和《岳阳市
城 市 规 划 区 山 体 水 体 保 护 规 划（2017-
2030）》，为守护山水资源提供法制保障。出台
节约用地制度，划好生态保护红线，按照“合理
布局、用好存量、留足空间”的原则，优先保障
污染治理、环境修复等生态建设用地。目前，
全市总面积为 15019.2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环
境安全控制区占比达 21.8%。实际耕地数量
531.32 万亩，基本农田面积 435.03 万亩，坚守
住了耕地保护红线。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岳阳开展土地综合
整治工作，各县（市）区科学调整土地利用方向，
通过对“山、水、林、田、湖、村、城”的综合整治，
推进山体、水体、农田、道路、森林和城乡居民
点、工矿用地等要素融合治理，在耕地资源保
护、城乡统筹发展、节约集约用地、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汨罗市
罗江镇汨东村成为 4个省级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试点项目之一，将以“试点先行、示范带动”的原
则带动其他乡镇实施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基础
设施提升。

岳阳将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与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洞庭湖综合治理、美
丽乡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资源节
约、绿色发展之路。近两年，共拆除“空心房”
2600 多万平方米，累计腾退土地 12 万多亩，复
垦立项 9.5 万亩，竣工 8.4 万亩，恢复或新增绿

地、湿地 2.6 万亩。2018 年，岳阳“空心房”整
治工作获评全国“改革开放 40 年地方改革创
新40案例”。

“铁腕治水”，成效显著。岳阳以“河长制”
促“河长治”，实现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覆
盖，2019 年累计巡河 10.8 万人次，交办问题
3800 个，销号率达 100%。整治市中心城区黑
臭水体 32处，成功创建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
城市；在全市 12 个县（市）区开展“样板河湖”
创建工作，汨罗江汨罗段、南湖龙山段被评为
全省美丽河湖；推行垃圾分类，全市农村垃圾
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达 95%。一幅“河畅、水
清、堤固、岸绿、景美”的绿色生态画卷在巴陵
大地徐徐展开。

呵护江湖，坚守“生态家底”

临长江、滨洞庭，岳阳拥有 163公里长江岸
线和洞庭湖60%以上水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
里的东洞庭湖湿地。呵护大江大湖，方能守住
岳阳的“生态家底”。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坚决扛起洞庭湖
区生态修复的政治责任，多次召开生态修复专
题会议，制定出台《岳阳市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岳阳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生态修复工作方案》《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以改善大江大湖水质为中
心，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东洞庭湖湿地、采砂破
坏区域、湖区砂石码头堆场、黑臭水体周边、退
养规模化养殖场等地的生态修复。如今，保护
区内44处砂石堆场全部关停清理到位，72个洞
庭湖原砂石码头侵占堤段全部启动复绿，河湖
两岸，郁郁青青。

船行洞庭，但见一碧万顷，成片的欧美黑
杨已不见踪影，成群的候鸟在洲滩上觅食、嬉
戏，巴陵大地，正在上演一场绿色发展的生态
奇迹。截至目前，全市已退出长江岸线 7.24
公里，复绿 1.3 万亩，建成 3 处 50 米宽示范防
护林带 10 公里；“清零”长江、湘江干流沿岸
500 米区域规模养猪场；拆除关停长江沿线、
环洞庭湖非法砂石码头 83 个、沿长江小散码
头泊位 42 个、矮围 201 处 1600 多公里，下塞
湖矮围整治得到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充分肯
定。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随着采桑湖生态修
复工程通过水系连通和湿地恢复、鸟类栖息地
保护、湿地保护能力建设等项目建设，生物多样
性得到有效保护，冬季这里成为候鸟的天堂，被
誉为“拯救世界濒危物种的希望地”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从扁山岛南行至雁子洲水域，不时可见到

三五成群的江豚跃水嬉戏，东洞庭湖保护区工
作人员姚懿欣慰地说：“目前，洞庭湖江豚稳定
栖息达 120多头，已有 21万多只候鸟飞抵洞庭
湖，比去年同期增长 11 万多只，增幅达 100%。
单是小天鹅就有6200多只呢！”

矿山转型，抚平“大地伤痕”

矿山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水源污染是破
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
展，迫在眉睫！

近年来，岳阳市开展砂石土专项规划编制，
调整砂石土矿山布局；强化矿业权监管，解决矿
山遗留问题；推进砂石专项整治和非煤矿山整
治，注销 1 宗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
叠的采矿权，探矿权全部退出，有效遏制了非法
开采对湖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该市还充分运用
法律武器管地管矿，开展“打非治违”百日行动
和露天矿山专项整治行动等，目前，全市共立案
查处土地、矿产违法案件 113 宗，申报 3 家全国
绿色矿山。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2019 年 5
月 15日，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赵龙一行考察了原
君山华龙码头和华容县宏祥采石场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情况，并作出了详细指示。备受鼓舞的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迅速动员各县（市）

区协同配合，严把质量关和廉政关，同年 8 月，
顺利完成图斑核查，确定长江、湘江岸线 10 公
里范围全市需治理图斑 214个、矿点 124个，修
复面积459.67公顷。

为了确保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工作有序、高
效推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科学指导各县

（市）区制定《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实
施细则》，精准摸底核查，针对每一个矿山、矿点
的基本情况设计修复施工方案，落实“一矿一
策”。

面临“缺米之炊”，该局把矿山修复与耕地
开垦、增减挂钩相衔接，最大限度盘活资金；联
系各级政府，借取政府层面推动；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打造汨罗市、华容县两个亮点工程，有效
带动全市的生态修复工作。

如今，走进平江县狮形山采石场、君山区天
景山采石场、华容县蛋子山宏祥矿区，昔日私挖
滥采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平整的土
地，早前撒下的草籽、补植的苗木已生机勃勃，
山青草绿的自然生态原貌已然恢复。

废弃矿山重披绿装，美丽乡村生机勃发，长
江洞庭草长莺飞……从“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
山”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岳阳正以高度的行动自觉
走在生态修复之路上，我们坚信，未来的岳阳，
绿色底蕴、生态家底将更加厚重。

能使春心满洞庭能使春心满洞庭
————岳阳市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工作纪实岳阳市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工作纪实

吴 广 亚 平 定 兴

长江浩浩，洞庭汤汤；巴陵大地，绿意盎然。2019年
12月30日，登岳阳楼远眺，见洞庭湖畔碧波荡漾，水鸟翩
跹，时值寒冬，却是春意浓浓。

2018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长江岳阳段考
察，留下“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一年多来，岳阳
市委、市政府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倡导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市
自然资源、发改、环保、农业、林业、水利、交通、住建、财政
等部门树立“全市一盘棋”的理念，奏响生态修复大合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为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工作打牢基础、建立机制、谋好开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峰表示，岳阳坐拥大江
大湖，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地位重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作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
复的职能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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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全
市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满意度。

耕地复垦复绿工程。

易政南 摄

张 璇 易 伟

在岳阳市岳阳楼区，即便是第一次前往办
税服务厅办理业务的“菜鸟”，也完全不用担心
摸不着门路，因为有专人全程引导；企业在收到
减税“大红包”的同时，再享退税资料一窗受理、
一对一专家辅导服务……

巍巍岳阳楼，滔滔洞庭水，见证了岳阳楼区
税务人走过的辉煌路程。

站在新起点上，岳阳楼区税务局矢志不渝
坚守“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理念，进一步树
牢“预算确定的收入目标就是硬任务”的观念，
将“依法征收、应收尽收”贯彻于组织收入的全
过程，凝心聚力、全神贯注投入纳税服务工作
中，切切实实拿出“实”办法、“硬”措施，将减税
降费等政策向纵深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减税降费，激发服务发展新动能

“公司2019年总体税负比优惠政策实施前
下降3%，这是实实在在的减税红利。”岳阳恒信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吴玉慧算起政策
减税账，心里乐开了花。

湖南天一泰和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硬件条
件老化，经营效益不好，今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减税按 50%征收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减税“两
税”后，企业发展更加强劲。

……
在岳阳楼区，“真金白银”减税红利的逐步

释放，让纳税人减税获得感十足。
2019 年以来，该局严督责任落实，先后

召开减税降费工作推进会6次，组织6个督查
小组深入税源管理单位督查，按 60％比例对税
管员进行专题业务考试，确保了责任到人，措施
到户。

2019年第28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以来，
该局税法宣传走进岳阳市第九中学校园。通过
普法小课堂、播放减税降费动漫视频、现场发放
讲解宣传手册等形式，让学生们在学习、了解税
法的同时，也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将减税降
费政策宣传辐射到家庭和社会。

为让纳税人高效便捷、无障碍享受减税红
利，该局相继组建专家团队、开办纳税人微课
堂、开设服务专区，大力实施全员全过程服务。
截至目前，共开展集中培训 19 场次，现场培训
4749人，使减税降费的业务培训及时覆盖全部
纳税人。同时深入 136 家企业、367 户个体工
商户开展实地调查，实施减税降费宣传辅导，跟
踪回访纳税企业，收集回复意见建议。

岳阳楼区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减税红
利全面覆盖，赢得了纳税人缴费人和社会各界
的点赞。该局局长王大旺介绍，全区享受普惠
性增值税免征政策纳税人已达2784户次，享受
深化增值税改革的2502户次，享受六税两税减
半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 16394 户次，
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的10016人
次，营造出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得到了市税务
局和区委、区政府的高度肯定。

稳增惠民，凝聚服务发展新合力

2019 年不仅是新税务机构整装出发的开
局之年，更是一系列税收政策春风劲吹的一年。
一年来，面对严峻的组织收入形式，该局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负责态度，直面困难，主动作为，
积极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征管体制改
革及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组织收入工作做到

抓早、抓实、抓紧。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圆
满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税收任务。

强化管理监控。抓实日常申报及月（季）
缴，辅导督促纳税人按时全面准确申报，及时足
额入库。锁定 135户年纳税 300万元以上的重
点企业，增强税源监督控管。

抓好预警分析。建立完善“由旬到月、由月
到季、由季到年”的税收预测机制，积极开展预
测预警，确保税收预测准确率达到98%以上，把
握组织收入工作主动性。

提升风控效能。发挥征管主观能动性，利
用金三系统并库版强大功能，积极开展纳税评
估、风险应对；大力清缴欠税，加力推进欠税清
理专项行动，努力做到应收尽收。截至2019年
12月底，实施风险应对561户次，按税收规范要
求完成了入库税收的任务，提升了税收风险防

控水平。
严格收入考核。将组织收入作为绩效考核

重要内容，按月严格考核兑现，奖罚到单位、到
个人。

行便民之举，施利民之策。该局细致梳理
了原国税地税业务和流程差异，坚持以“放管
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为载体，全面强化办税服务厅的标准
化管理，继续推进税收微课堂及自助办税厅的
建设完善。各税源单位成立纳税服务小组，通
过点对点、一对多、上门辅导等方式开展纳税人
培训辅导，让纳税人应知应享改革红利。持续
开展“问需求、优服务”纳税人座谈、税法进协
会等活动，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调查。

从落实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10 项举措和五
年行动方案，到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26条”

落地生根，该局始终把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作为重点，一项项便民办税措施
的落实优化升级，让“一门进、一网办、一键答、
一次成”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党建引领，树立服务发展新形象

党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存，民无魂不聚。该
局紧贴制度管人、信息管税，牢牢把握作风建设
这一主线，按照“以人为本，凝聚合力、带动全
盘”的整体思路，坚持强能、严管、厚爱三管齐
下，进一步提升团队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在严管上，该局领导班子带头，认真落实两
个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党委集体议事和重点工
作项目负责制；严格落实纪律考核办法，上班使
用刷脸系统考勤、作风巡查等举措坚持定期督
查和暗访相结合，深入开展作风纪律专项整治，
2019年三季度共下发督查通报6次，问责38人
次。

2019 年 4 月的一天，岳阳楼区洛王税务分
局20多名党员干部，走进岳阳市七彩梦脑瘫儿
童关爱中心，亲情陪伴，了解贫困脑瘫儿童生活
现状。这是洛王税务分局“党建+志愿助残”活
动的一个缩影。

2019 年以来，该局积极开展强党建促“四
合”创“三新”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扶贫
慰问、向社会献爱心、护水护豚展风华志愿者行
动等主题活动。

全局 575 名干部全面落实因合而利、因合
而兴、因合而强要求，以示范带动全盘，以党建
引领发展，营造了业务“一盘棋”，干部“人心
齐”，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良好氛围，办税
服务厅获评国家级巾帼文明岗，1名干部荣获国
家税务总局先进工作者称号，1名干部家庭荣获
国家级“最美家庭”，1名干部荣获市级芙蓉百岗
明星称号，该局通过“省级文明单位”验收。

人才培养是关键。近年来，该局强化党委
中心组学习、中层更新培训班、干部学习日等
活动的落实，特别针对岗位需求和工作实际，
分级分类开展全覆盖、全税种、全岗位的业务
融合学习培训；采取“专家培训、以师带徒、结
对帮扶”等方式，开展“征管业务融合传帮带”
活动，构建“业务不熟有人教、操作不懂有人
带、实践不足有人领”的业务学习新格局；制定
鼓励干部在岗自学奖励举措，定期开展业务技
能比武，对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干部
予以表彰奖励。

踏着税收高质量发展的鼓点，该局以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全力应对新个税法
的落地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多重“大考”，
用心用情谱写着新时代税务工作的崭新篇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长风破浪会有时
——岳阳楼区税务局服务高质量发展纪实

岳阳楼区税务局干部热情服务纳税人。 徐典波 摄

岳阳楼区税务局干部向纳税人宣讲税收

优惠政策。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