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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红色热土
马栏镇转角村

卢建军任陕西省委常委

本报讯（记者文晨）日前，中
央批准：卢建军同志任陕西省委
常委。

卢建军，男，汉族，1962年 7
月生，山东莒县人，1984年8月参
加工作，1992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教授。历任西安矿
业学院通信工程系副主任、主
任，西安科技学院院长助理兼通
信工程系主任、副院长，西安科

技大学副校长，西安邮电学院院
长、党委副书记，西安邮电大学
校长、党委书记，省委科技工委
书记、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
记，2019年7月任陕西省委常委、
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兼），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中共十九大代表。第十三
届省委委员，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代表。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
务局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全省税务
系统230余名“一把手”参加研讨。

陕西省税务局教育处负责人
介绍，研讨班的授课老师包括14位
省局领导，以及中央党校、省委党校
教授和省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课
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党建、减税降
费、税收数字化、网络安全等多个
方面。

吃透“施工图”
点亮“领航灯”

研讨班开班第一课，由陕西省
税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席七万主
讲。席七万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谈
了对“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认识和思考，并就如何把初心
使命变成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
觉行动，奋力推进陕西税收现代化
建设谈了看法。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陕西税收
现代化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每位‘一
把手’都是施工队长。一名优秀的

‘施工队长’必须读懂施工图纸，把
握施工路径，明确施工标准，狠抓施
工进度和工程质量，破解施工中的

难题，防范建设中的风险。”席七万
在讲话中谈到，省局提出的“一个中
心”“一系列基础”“一个支撑”“一系
列改革”“一个抓手”“一支铁军”是
税收现代化建设在陕西税务的具体
化，要以“六个一”为框架“施工图”，
把各项工作落实在行动中。

授课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西咸
新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树荣，
他说：“‘施工队长’这个词形容我们
目前的角色真是太贴切了。通过一
上午的学习，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
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新
时代陕西税务的‘六个一’发展思路
也有了更准确的领会。作为一名

‘施工队长’，我要做到思想对标、行
动对标，带动税务干部分秒必争地
抓工作、抓改革、抓落实。”

谋划新思路
强力抓落实

在5天的研讨学习中，课堂上，
陕西省税务局的各位局领导就各自
分管的工作谈体会、谈思路。课堂
外，他们与各位“一把手”围绕“如
何在新形势下推进税务系统干部队
伍管理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和“各级党委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推进党建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座谈，共话发展
思路，谋划前进方向。

西安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机
关党委书记、局长徐朝霞说，此次培
训是一次党性政治理论修养和综合
税收业务能力集成优化提升的思想
大集会，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要活
学活用，立足实际，敢于担当，切实
抓好各项税收工作的落实。

火花在碰撞中闪亮，思考在对
话中凝练。通过讨论，大家认为目
前要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将各项任
务形成清单直通一线。变检查为指
导，变“挑刺”为帮助，采取务实方式、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把宝贵的人力资源用在刀刃上，变

“一枝独秀”为“繁花锦簇”。要集成
统筹建立“大行政、大征管、大税政、
大监督”等专业化、集群化内部团队，
把好政策向办税服务厅、税务分局
（所）等基层单位适当倾斜，不搞平均
主义，切实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热情。

陕西省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周彬县表示，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转
化为推进税收改革发展和税务系统

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行
动，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的自觉行动，确保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在税务系统落地生根。

带好“施工队”
形成凝聚力

相对于工程施工图，制定税收
现代化建设的“施工图”更加复杂。
如何深化完善“六个一”发展思路的
内涵，在建设税收现代化精品工程
中带好“施工队”、成为一名优秀的

“施工队长”，在研讨班最后一天的
学员交流环节，大家对这一话题各
抒己见。

安康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大峰说：“‘六个一’涵盖了陕西省
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对工作
任务的分解与归纳，又有对工作方
法的阐述与指导，抓住‘六个一’就
是抓住了我省税收工作的纲。”

铜川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袁涛表示，机构改革后，新税务虽
然实现了事合、人合，但干部队伍力

合心合有待深化，要把严管善待、刚
柔相济的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和干部
队伍建设始终。

汉中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米晓东认为，要在调动干部积极性
上下功夫，打好“法治”“政策”两副
牌，打通干部队伍建设的“任督二
脉”，激活干部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

延安市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峰
表示，将以省局“六个一”发展思路
为遵循，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党群
团工合力，强化教育引导和文化引
领，深入推进干部队伍管理法治化、
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着力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咸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蔺轩说：“参加研讨班这5天，我觉
得心神静下来了，边学习边听课边
感悟，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味，越
学体会越深。我要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生动实践，咬紧牙关、狠下心来，
拿着‘图纸’进‘工地’、到现场，变

‘给我干’为‘跟我干’，努力创造优
良的工作业绩，向党和国家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陈显信董之玲本报记者苗嘉诚

当好税收现代化建设的“施工队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诞生地
暨军部旧址位于旬邑县马栏镇转角
村。走进转角村，村口的纪念碑是
当地政府为“红26军诞生地暨红26
军军部旧址”而立，红26军军战史
陈列馆里的展板史料，详细诉说着

这支革命队伍所经历的峥嵘岁月。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

队开赴转角村整编，宣布成立中国
工农红军第 26军并举行授旗仪
式。当时的红26军只有一个红二
团。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

少年先锋队。全团共200余人，枪
150余支，军马60余匹。中国工农
红军第26军这支陕甘边地区最早
获授番号的正规红军队伍，就这样
诞生了，同时也标志着陕甘边军事
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秦发展看税收

一张张弥足珍贵的照
片，一件件镌刻革命印记的
文物……这些物件仿佛在
诉说着中国工农红军第26
军成立的历史背景、创建经
过、战斗历程。昨日，本报
记者走进咸阳市旬邑县马栏
镇转角村，共同追寻刘志丹、
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足迹，缅怀无数共产党人艰
苦卓绝、不怕流血牺牲的奋
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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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省委
第四轮巡视完成反馈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日前，
省委巡视组集中向十三届省委第
四轮巡视的2个省直部门、7家省
管企业和 21个贫困县（区）党组
织反馈了巡视情况。

按照省委巡视工作部署，巡
视反馈首先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省委书
记胡和平听取十三届省委第四轮
巡视情况综合汇报后的讲话精
神，并反馈了巡视情况。

省委各巡视组在充分肯定被
巡视地区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存在的
一些问题。

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农地非
农化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
位，工作推进相对迟缓；有的贯
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
省委要求还有差距，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污染防治、扫黑除恶、推
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措施不够
有力；有的党委（党组）领导核心
作用发挥不充分，对“三重一大”
事项把关不严；有的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基层宗
教监管工作有所欠缺；有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
解决群众痛点难点焦点问题不
够有力；有的选人用人和党组织
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县区“干部
流失”问题突出；有的纪检监察
机关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监督
执纪不够精准；有的落实巡视整
改主体责任不够有力，一些问题
未整改到位。

省委有关巡视组向2个省直
部门和 21个贫困县（区）党组织
同时反馈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有的
落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不够到
位，有的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
方针政策不够精准，有的扶贫资
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建设方面问
题比较突出，有的扶贫领域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禁而不绝，
有的脱贫攻坚“四支队伍”建设
存在薄弱环节，有的推进苏陕扶
贫协作效果不佳，有的对巡视和
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不
到位。

另外，在巡视过程中，巡视组
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
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省纪委监
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红 26军军部旧址管理所所
长刘伟贤告诉记者，红 26军从
成立至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
战斗两年零九个月，历经战斗
500 余次，毙伤俘敌 1 万余人，
缴获长短枪 6000余支、轻重机
枪 150余挺、迫击炮 18门、击落

敌机 1架。创建了以照金和南
梁为中心的苏区，极大地动摇
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唤醒了
工农群众。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 围
剿”，红26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
牲，英勇战斗，用血肉之躯保卫

和发展了苏区，使之成为中共中
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刘伟贤说，红26军军部旧址
2013年 10月对外正式开放，目
前，军部旧址管理所已经成为咸
阳市党史教育基地，累计接待社
会各界游客3.6万人次。

旬邑马栏是一个有着光荣革
命传统的老区，既是陕甘红色革
命的摇篮，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南
大门。而如今，马栏依托红色资
源，发展红色旅游，建成了马栏革
命旧址、马栏革命纪念馆、红26军
军部旧址等参观景点。同时，依
托厚重的文化资源，建起马栏镇
民间艺人手工制品展览馆、阳坡
头红色影视城等。

马栏红色文化旅游只是马栏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马栏充分利用厚重的文
化、良好的生态建立以金盆社区
为核心的红圈、马栏河为核心的

绿圈、转角村为核心的休闲圈和
旬马路河谷沿线构成了“三圈一
线”的战略布局，实现“文旅、体
旅、林旅”三旅一体的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谢斌

小山村走出的陕甘边第一支正规红军

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红军长征落脚点

依托资源重现红色文化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