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税务部门多维度助企纾困
●通讯员 武麟 蒙思羽

本报讯 州税务部门深挖现
代信息技术潜能，建强建优“红税
e线”远程帮办集约处理中心，通
过“云咨询、云辅导、云办理”，着
力打造“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线
上线下”7×24小时服务新模式，
更多维度助企纾困，更大力度为
民解难。

在前期建成13个县市级“红
税e线”远程帮办中心的基础上，
该局进一步优化、精简、调配人
员，在州级层面组建“红税e线”远
程帮办集约处理中心，完成“远程
帮办——远程集约帮办”升级转
型，在全州范围内实现热线服务
咨询一个号码、疑难问题解答一
个口径、涉税事项办理一个团队、
远程帮办辅导一种模式，为纳税
人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多民族语
言热线咨询、在线视频辅导、专家
团队问诊等服务，为打造大数据
下税收协同治理一体化的优质税
收营商环境夯实底座根基。目
前，已远程协助17969户次纳税人
办理税费业务。

“企业人事变动，原来的信息
跟现在不一致，影响到我们在电
子税务局实名登录和办税缴费。
原先以为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办
理，就打电话询问需要什么资料，
结果工作人员主动告知可以远程
指导我在电子税务局进行操作，
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变更操作。”
红河州盈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办
税人员何冰，通过“红税e线”远程

问办团队的服务顺利完成财务人
员、办税人员的变更后，对州税务
部门的服务工作连连夸赞。

“红税e线”依托一个中心受
理，多名专员支撑的新服务模式，
形成一体化快速流转问办协同闭
环，用“云响应”实现“心满意”，充
分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涉税费诉求
问题。即办事项及时解决，限时
办结事项，快速派单到专家团队
和各县市局接单人员，在2小时内
通过“红税e线”联系纳税人缴费
人处理解决。专家团队无法解决
的，及时上报开展会商分析研判，
确定解决方法后，反馈至热线专
员，线上线下同时协助受询单位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近日，云南昱宇招标有限公司
的侯先生电话联系“红税e线”远程
帮办集约处理中心，询问如何在线办
理发票领用业务，服务人员第一时间
将操作指南发送给纳税人，并通过视
频方式指导其在线办理。侯先生称
赞道：“‘红税e线’远程帮办服务非
常贴心，税务部门不仅第一时间线上
答疑、推送指南，还能第一时间视频
协助指导，真是省时又省心。”

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州税务局
纳税服务科负责人牛梅表示：“我
们将通过多元化的远程问办、远
程辅导新方式，解决纳税人缴费
人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纳税人缴
费人感受到更周全、更便利、更温
暖的办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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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白萝卜
城区—青菜

小龙潭一猪排骨
临安—本地活鸡
异龙-猪排骨
弥阳—鲤鱼
中枢—哈密瓜
迤萨—本地活鸡
南沙-青辣椒
大兴一大白菜
玉屏-猪后腿肉
金河-芹菜

河口-生态活鸡

4
8
30
56
50
28
12
56
10
6
40
6
50

文澜-菠菜
城区—番茄

小龙潭一猪五花肉
临安—猪排骨
异龙-鲜牛肉
弥阳—鲜牛肉
中枢—青枣
迤萨—番茄
南沙-羊肉

大兴一猪后腿肉
玉屏-罗非鱼
金河-狗肉

河口-红心木瓜

6
6
34
50
95
110
18
7
100
36
26
90
5

草坝—苦瓜
城区—猪后腿肉
小龙潭一猪后腿肉
临安—白萝卜
异龙-番茄

弥阳—罗非鱼
中枢—鲜牛肉
迤萨—菠菜

南沙-猪后腿肉
大兴一桔子
玉屏-小瓜
金河-青辣椒
桥头-散装红糖

6
36
35
3
7
20
110
8
32
6
4
8
25

价 格乡镇（街道）及品名 价 格乡镇（街道）及品名

草坝—带壳豌豆
城区—小瓜

小龙潭一散装红糖
临安—青菜
宝秀-大白菜

弥阳—猪后腿肉
中枢—番茄
迤萨—沃柑

马街-本地黄瓜
大兴一白心火龙果

玉屏-莴笋
金河-鲜牛肉
桥头-甘蔗

10
4
15
4
2
36
7
8
6
14
8
100
4

芷村—青辣椒
蔓耗-河虾

小龙潭一山药
青龙—本地牛肉
宝秀-小瓜

弥阳—本地活鸡
中枢—青菜
迤萨—罗非鱼
马街-本地香蕉
大兴一卷心菜
玉屏-山药
金河-番茄
南溪-菠萝

14
40
8
110
4
50
6
20
3
6
8
6
5

红河州双拥办走访慰问驻地部队
●通讯员 王俞

本报讯 连日来，红河州双
拥办分组开展慰问活动，为驻州
部队官兵送上节日祝福。慰问
中，慰问组详细询问驻区部队工
作需求、存在的实际困难，表示
将充分发挥军地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帮助部队官兵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大力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
氛围。驻州部队官兵表示，将继
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积极开
展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活动，不
断巩固深化军地双拥情谊，努力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
积极贡献。

州市场监管局开展春节前食品安全检查

●通讯员 周士 文/图

本报讯 连日来，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成检查组到弥勒、建
水、石屏等市县开展春节前食品
安全检查，确保全州各族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检查组结合春节期间消费特
点，以米面粮油、肉制品、干果
制品、水产品、乳制品、酒类等
为重点，以提供春节年夜饭的大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为重点检查对
象，以农副产品综合交易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为重点场所，实地
抽查了相关市县部分农贸市场、
餐饮服务单位、商场超市。

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对发
现的问题立即指导纠正，要求有
关人员整改完善，督促食品生产
经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确保春节期间全州食品
安全。

检查现场检查现场

●记者 吴富水 通讯员 李海

本报讯 近年来，金平分水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以
下简称“保护区管护局”）始终坚
持强边固防工作正确方向，以维
护边境安全稳定为出发点，切实
筑牢祖国西南绿色安全屏障。

4万余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南连
越南勐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
挝的丰沙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山
相望。作为云南乃至国内仅有的、
最典型的、面积最大的热带中山山

地苔藓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型自然
保护区，金平分水岭国家级保护区
有着极其重要的管护价值和意义。

为筑牢强边固防思想防线，保
护区管护局邀请州委党校老师为
干部职工和护林员开展国家安全
专题教育，切实增强干部职工和护
林员的国防观念、国防意识。去
年，保护区管护局组织干部职工和
护林员入村入户发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
传材料3万余份，在保护区周边社

区、边境村寨召开群众会议宣传法
律法规、国家安全知识等16次，参
与群众800余人。

绿水青山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基础和珍贵财富，自然保
护区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要载体。坚决维护国
家安全、全力维护边境安全、全
面肩负起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守
住家门，守好边疆是管护局每一
名职工的重要责任。金平分水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越南接
壤的国境线长达274公里，巡边

守边护边战线长、难度大。为切
实做好保护区边境线的巡护工
作，每个管护站每月组织护林员
在274公里的边境线上日常巡护
15次、入户宣传2次，仅去年，就
在边境线上组织开展集中专项
巡护29次，有效阻止和劝返境外
边民6次20余人。目前，管护局
有45名工作人员在保护区边缘
的17个防控执勤卡点值守，他们
不仅担负着守边护边的责任，还
担负着巡护保护区的责任，以实
际行动切实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金平分水岭保护区管护局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云南日报记者 陈鑫龙

1月18日，省疾控中心向市
民发布春节期间出行防护要点。

省疾控中心建议老年人、孕
妇和儿童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在
疫情流行期间不进行长途旅行。
若需出行，应提前科学规划，了
解目的地疫情变化，合理选择出
行时间，错开感染高峰，降低感
染风险。出行前要加强健康监
测，如果出现发热、咽干、咽
痛、咳嗽、肌肉酸痛、嗅觉味觉
减退或丧失、鼻塞、流涕、腹

泻、结膜炎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
症状或核酸、抗原检测呈阳性
时，建议居家休息，症状严重时
就地就医，暂缓出行，不要带病
出行。若无可疑症状，准备必要
的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口罩、
体温计、抗原检测试剂盒、常用
药品、干湿消毒用品、纸巾、保
暖衣物等），正常出行。

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程
中，进出站、购票、安检、候
乘、登乘、换乘时尽量保持一米
以上安全距离。出行期间应全程
正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

罩，若出行时间较长，口罩需定
期更换。途中做好手卫生，尽量
避免直接用手接触公共物品，可
随身携带速干免洗手消毒剂或其
他有效的手消毒剂。咳嗽、打喷
嚏时，要用肘部或纸巾遮挡。出
行期间尽量不与其他人员交谈，
若交谈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非必要不要在人员密集的室内场
所长时间停留或走动。乘坐私家
车出行，做好私家车的通风换
气，乘坐人员进入服务区等公共
场所时要佩戴口罩。返回车辆
后，可先用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消

毒。若同行人员出现新冠病毒感
染的可疑症状，同车人员一定要
做好个人防护，开窗通风，对接
触物品表面进行消毒，避免行程
中相互接触。到达目的地后，有
可疑症状者应及时就医，私家车
需进行终末消毒。

返回后，需加强自我健康监
测，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状况。聚餐时使用公筷。探亲访
友要佩戴好口罩，注意做好个人
防护。

（转自《云南日报》2023年
1月20日5版）

省疾控中心发布春节出行防护要点

河口县老汪山村：

线上线下齐发力 柑橘飘香出大山
●记者 黄健 文/图

连日来，河口县桥头乡老汪
山村5000多亩柑橘迎来了采摘
季，漫山遍野的柑橘树铺满山坡，
枝头缀满了黄澄澄的柑橘，像一
盏盏小“灯笼”，呈现出一派丰收
的景象。

果园里，沉甸甸的果实把树
枝压弯了腰，在林间穿行，一不
小心就会来个“碰头彩”。村民
们挎着背篓、手持剪刀，正忙着
采收柑橘，老汪山村河头小组组
长钟开陆则在桥头乡宣传干事李
绘霞的指导下，学习用手机拍摄
短视频，记录下喜人的丰收场
景，并通过自媒体向外界推广本
村的柑橘。

老汪山村年平均气温22℃，
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有着适合柑
橘生长的气候和优质环境。在种
植柑橘前，老汪山村的主要经济
作物是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后

来引进了沃柑、椪柑，主打经济作
物就变成了水果。得益于政策扶
持和县农科局悉心的技术培训指
导，如今，老汪山村的柑橘口感
好，亩产量也达到了4吨左右。

“今年我们老汪山村的柑橘
挂果率很高，这片地有 20亩左
右，产量将近60吨。价格也比往
年好，每公斤可以卖到2.5元至3
元。”钟开陆说。

柑橘上市后，桥头乡变“被动
等待”为“主动出击”，多措并举扩
大柑橘的销量，多次派工作人员到
老汪山村走访，实地了解柑橘的产
量和销售情况，并积极带领村民借
助网络平台销售柑橘。

“今年老汪山村的柑橘大丰
收。”桥头乡宣传干事李绘霞介
绍，趁着收获时节，深入田间地
头，教村民拍摄短视频，把这些新
颖的视频发布到抖音、快手、朋友
圈等平台，进行大力宣传，提高柑
橘的销量。

据了解，除了教村民拍摄短
视频宣传，桥头乡还通过网络直
播的形式，提升老汪山村柑橘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柑橘真正成
为老汪山村乡村振兴的致富“小
金果”。

●通讯员 喻楚涵

本报讯 连日来，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蒙
自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送学上门”活动，
针对老年党员年老体弱、行动不
便、学习困难的问题，依托“微宣
讲、微课堂、微平台、微服务”，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千家万户，
确保老年党员思想“不掉队”、学
习“不漏学”“不打烊”。

“今年我已经81岁了，腿脚
不像以前一样方便，无法参加集
中学习。你们这次的‘送学上
门’活动很有意义，为我们这些
身体不好又渴望学习的老年党员
提供了暖心服务，这下不怕‘掉
队’了。”近日，老年党员张保

德同志接过“初心书包”后高兴
地说。

蒙自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建
由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优
秀共产党员、“蒙小青”新时代理
论宣讲团为成员的“送学宣讲
队”，带着“初心书包”，采取“线
上+线下”方式，通过面对面、电话
连线等方式，以“唠家常”的形式
开展“家门口”宣讲，为老年党员
送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二
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二十大
学习辅导百问》《二十大党章修正
案学习问答》等学习书籍，让老年
党员足不出户就能及时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紧跟新时代新思想
的步伐，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热在心间”。

活动中，“送学小分队”围坐

在老年党员身边，认真聆听老年
党员学习感悟和他们的“初心故
事”，他们有的为蒙自的发展奉献
一生、有的为做好一项事业日夜
耕耘，通过这一堂堂“初心课堂”，
让“送学小分队”在老年党员的讲
述中深受启迪，将他们的能量转
化为自身的精神动力。

活动中，“送学小分队”帮助
老年党员下载“学习强国”App，
同时，向老年党员们简要汇报一
年来各项事业发展的情况，并与
老年党员进行深入探讨，聆听他
们对新时期离退休干部及当前工
作的意见、建议，鼓励他们积极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一步坚定政治信念、永葆政治本
色，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为
蒙自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为

年轻干部成长赋能助力。
活动中，“送学小分队”与老

年党员一起拉家常、话祝福，关心
关注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
状况，主动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
并联动市卫健局为老年党员“送
健康”，进行健康体检和咨询，叮
嘱他们科学做好个人防护，监测
好身体健康状况。

“送学上门”活动的开展，把
党的“好声音”传给老年党员们
听，让老年党员们的心“暖”起来、
让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起
来。老年党员们对党组织的关怀
表达了感激之情，并纷纷表示一
定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做
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为蒙
自高质量发展凝聚“银发智慧”，
贡献“桑榆力量”。

蒙自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开展送学上门活动

教村民拍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