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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举动暖了村民心

徐亚平所说的驿站是今年 10
月份由西安市财政局与西安市税
务局共同部署，西安市税务局第三
稽查局承办的徐家山村“清洁驿
站”，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投资
金额 20万元。驿站配备了桌椅、
清洁工具、饮水机、微波炉等设
施。驿站前有小型休闲步道和广
场，配置了休闲座椅、文化宣传栏、
税收宣传栏，既为当地村民和清洁

工人提供了休闲和存放清洁工具
的场所，也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
了村民生活品质。

“我们清洁工常年在室外，眼见
着一天比一天冷了，年年到这个时
候都要犯愁，早上从家里带的饭中
午就凉透了，穿得再多，吃一碗凉
饭，这一天人都冻得不行。中午能
热个饭就好了……”蓝田县蓝关街
道徐家山村的清洁工人徐坤正没有
想到，今年年初在村口和扶贫驻村
干部聊天时，自己随口说的话，会被
认真记录下来，并成为徐家山村“美

丽乡村·中国梦”清洁驿站建设的
初衷。

一座驿站助力脱贫志

“咱们徐家山村的‘美丽乡村’
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吃不饱
穿不暖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现在
有了这个清洁驿站，村里那些住得
远的清洁工，都能带饭上班，在这里
热饭、休息。”徐家山村村主任程群
刚说，清洁驿站所在的地方，以前堆
满了牲畜的粪便，这个驿站的建设
不但方便了村里清洁工，还让整个
村子变得更加“洋气”啦。

税务干部这个用心之作，让村
子变得更美了，村民们的腰杆也更
直了。“以前我们村是整个蓝田县最
穷的村，我们出去都不敢对别人说
自己是徐家山村的。现在不一样
了，自从美丽乡村的建设，尤其这个

‘洋气’的驿站建成后，附近村子的
人到了下午都来这里锻炼。我们现
在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我们

自己也会更加努力，尽快脱贫，早日
走上致富道路。”徐亚平就是徐家山
村人，目睹了这个村子的变化，她自
豪的言语中充满了对税务干部的
感激。

一种坚持彰显责任税务

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西安
市税务局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各基层单
位不折不扣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
务，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其中，
西安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严格落实
上级工作要求，积极举办了一系列
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的活动。

年初，该局61名在职党员干部
到社区报到登记，以党支部为单位，
坚持一季度至少一次到社区开展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为社区
群众宣传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并协助美化社区环境，促进文明和
谐宜居社区建设。

今年学雷锋日，局机关党委开

展“学习雷锋追赶超越争做稽查铁
军”主题活动，面向全局发出倡议
书，号召全体干部职工传承雷锋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
精神，服务基层、为民解忧，干事创
业、践行使命。

在今年的税收宣传月，第三稽
查局“利剑青年突击队”的青年税务
稽查干部走进西安交通大学校园，
为交大学生热情宣传最新的减税降
费和税收优惠政策，与前来咨询的
同学们深入交流，对政策问题进行
了耐心的解答，并送上减税降费宣
传品。

正如西安市税务局第三稽查
局局长徐朝霞所说，在新时代、新形
势下，西安市税务局党委与时俱进
地凝练提出了“责任税务、服务税
务、快乐税务”的发展理念。第三稽
查局践行“三个税务”，就是要从群
众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做起，从群众
最迫切的事情帮起，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张雪琪本报记者苗嘉诚

西安税务冬日暖了一座村
——西安市税务局推深做实乡村扶贫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
赴港休整申请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
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
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
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
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
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
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
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
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
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
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
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
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
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
须付出应有代价。

中宣部授予朱有勇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电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
众一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
传部2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
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
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他情系三农，扎
根边疆，挂钩联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来，
深入村村寨寨，跑遍田间地头，与少数民族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
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被亲切地称呼为

“农民院士”。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亮
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要求
把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
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
纳入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内容，深
化学习教育，抓好自查评估，认
真整改规范，加强督促指导，从
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近年来，脱离实
际、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搞
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
工程”，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
地区、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中都
有所发现，不仅造成国家财力和
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助长弄虚
作假、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要

充分认识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坚
持实事求是、精准施治，稳妥有
序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要深化学习教
育，树立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党
委、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牢
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
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现状和财
力水平，量力而行推动城市建设
和各项事业，把财力真正用到发

展和民生急需领域，把补短板、
惠民生作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切
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知强调，要抓好自查评
估，认真整改规范。必要的亮化
工程可以搞，但要从实际出发。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开
展排查和整改，结合主题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对本地景观亮化工程等
城镇建设项目进行梳理评估，看
是否存在违背城镇发展规律、超
出资源环境承载力、超出地方财
力、背离人民群众意愿的“政绩
工程”、“面子工程”，一项一项对
照检查，对违规建设的行为进行
检查和处理。要把“当下改”与

“长久立”结合起来，着眼长效、
立足规范，围绕动议、规划、审
批、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机
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
通知强调，要落实整治责

任，加强督促指导。各省（区、
市）党委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抓好统筹。市县党委和政府领
导班子要把自己摆进去，从严从
实抓好整治工作。要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对已建成的和正在
建设的景观亮化工程，要分类指
导，防止在整改中一拆了事，不
要造成新的浪费。中央指导组、
中央巡回督导组和各级巡回督
导组要加强督促指导，对存在问
题的督促整改规范到位，防止出
现偏差。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面子工程”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
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
契的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
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广大建设
者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
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
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双
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

范。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见
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件。
5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密切协
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
战天斗地，高水平、高质量完成
建设任务，向世界展现了大国
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俄
合作的丰硕成果。投产通气既
是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
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平安管
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
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
运安全可靠，促进管道沿线地
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
交 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
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
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
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
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前，中俄
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
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望
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多像东线
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
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

曼斯卡亚和恰扬金 3个管道沿
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
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气、中方已
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
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
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
3000公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道 1740
公里。

11月22日，这一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每年这个时候陕西
都会出现大幅度的降温，今年也不例外。然而此时在蓝田县徐家山村
休闲广场旁一座“洋气”的欧式木屋前却是暖意融融。

“打扫卫生时候穿着这棉大衣，累了在这驿站里烤着电暖器，感谢
税务局的干部让我们再也不用顶风冒雪工作了！”当西安市税务局第三
稽查局副局长张林春给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徐亚平披上棉大衣的时
候，徐亚平冻得发红的脸颊挂上了两行泪水。

一直挂念着徐家山村这些清洁工生活的西安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的税务干部们，此次又给他们送来了过冬的棉大衣、手套和电暖器。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