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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省份税
务局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针对纳税
人、缴费人办税缴费过程中的“痛堵
难”问题，连续打出政策服务组合
拳，推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整改举
措，力求实现“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目标。

“办税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最
直观最现实的税务工作，我们聚焦
各地反映的办税不便利等问题，精
准靶向施策，全方位深层次抓好整
改落实。”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
孙玉山表示。

据了解，税务总局将纳税服务
作为检视问题的重要方面，推动各
省份税务局逐项检视短板弱项，以

省份为单位上报汇总形成主题教育
专项问题清单，列明各项问题具体
表现，分析症结原因，压实具体责任
人，明确整改举措，实行对账销号式
的限时整改。

例如，针对一些企业曾反映办
税不便等问题，税务总局于 7 月份
及时研究出台便民办税缴费 10 条
新举措，包括实行税收优惠“清单
办”、出口退税“无纸办”、资料不齐

“容缺办”、自助办税“更便捷”等。
问题陆续整改带来了服务水平的提
升，通过消除办税“痛堵难”，让企业
普遍感到舒心便捷。

近日，税务总局又印发主题教
育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把包括办税
服务在内的6项检视问题列入专项
整治内容，强调立行立改、真改实

改、改出实效，注重选树先进样板，
力争再推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办税
便利举措。

与此同时，各省份税务局按照
总局部署，在边学习边调研边检视
边整改中结合实际先后推出一批硬
碰硬、实打实的便民服务措施。比
如，广东省税务局针对区域、层
级、部门间工作标准不够一致、协
调不够充分问题，进一步开展规范
化标准化一体化建设，方便企业便
捷办税；湖南省税务局在整治纳税
服务不到位方面，从解决纳税人、
缴费人“最怕、最烦、最盼、最
痛”的问题入手，明确 65 项工作
措施，出台“放管服”改革 12 项
举措，159项业务实现“全程网上
办”。

国家税务总局打出政策服务组合拳——

消除办税痛点 推广便利举措
本报记者 曾金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三峡集团党组把进一
步推动长江大保护作为主题教育的
首要任务，以务实有效的举措抓好
整改落实，努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取
得实效。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
鸣山在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上表示，
从开发长江转入治理保护长江，从
水灾害治理转入到水灾害、水生态、
水环境、水资源保护修复和治理，是
三峡集团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为摸准问题、找准差距、寻找对
策，三峡集团党组组织推动长江大
保护专题研讨，党组成员赴武汉、九
江等长江大保护项目一线开展专题
调研，查找思想、作风等方面不足，
以“改”字贯穿始终，真刀真枪地解

决问题。
——编制共抓长江大保护三年

规划（2019—2021），解决共抓长
江大保护的顶层设计不足问题。三
峡集团党组通过主题教育，明确了清
洁能源和生态环保“两翼齐飞”的发
展思路，将生态环保业务作为两翼之
一进行打造。

——加快搭建起推动长江大保
护的平台，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制度
体系。长江环保集团逐步实现实体
化、规范化运转；长江绿色发展投资
基金已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正
在加快筹备协调领导小组并开展资
金募集工作；长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
已发起设立，今年将计提20亿元至
50亿元用于技术示范工程、前瞻性
和综合性技术研发等。

——构建长江大保护共抓格
局，解决整合内外部资源能力不足
问题。三峡集团党组专门印发《关
于举全集团之力加快推进共抓长江
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指导意
见》，从集团各部门单位统筹抽调
200 多名员工充实到长江环保集
团；牵头组建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
盟，努力发挥生态环保产业链上下
游龙头企业共抓、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的产业协同优势。

——主动加强与沿江省市的对
接洽谈，解决项目落地推动力度不够
问题。三峡集团充分运用资本手段，
多轮驱动引导项目推进，探索形成以
资本合作为纽带、以业务合作为基础
的共抓长江大保护新模式新机制，快
速形成共抓格局和可视化成果。

三峡集团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组建环保联盟 共抓长江保护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在俄罗斯举办的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我国首次派选手参加酒
店招待、健康与社会照护、网络安全
等9个项目。中国选手在这些新参
赛项目中表现如何？记者在比赛现
场进行了探访。

当地时间24日上午，本届世赛
新增加的酒店接待项目比赛现场围
满了前来观摩的群众。就读于上海
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的中国选手陈
值登场亮相后，一个头戴黑色高帽、
身穿黑色礼服，类似英国绅士打扮
的客人来到前台，一会对分配房间
提出要求，一会又对签写酒店入住
单提出异议。

“这是一个前台接待的场景，考
察的是酒店多元文化的管理能力。”
当地时间24日晚上，结束一天比赛
回到世赛村的陈值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除此之外，前台的其他几个模块
还包括残疾人接待、家庭娱乐、顶级
VIP等内容。

“经济全球化和人口流动变化以
及交通的方便快捷，极大地推动了酒

店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同时对酒店服
务管理的前台接待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包括职业形象、礼仪修养、沟通
表达艺术等业务。这些服务技能决定
了客人的满意度，影响酒店服务的品
质和声誉。因此，酒店接待可谓是一
个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职业，要求从业
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职业素养。”第
45届世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
组长叶丹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离酒店接待项目比赛相隔不远
的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人气也颇
高。当地时间24日，中国选手杨梦
菁出场比赛的模块是日间照料。她
要面对的照护对象，是一个刚刚经
历了摔伤，只能借助助行器走路的
老奶奶。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中，
杨梦菁淡然自若，一面流利地和患
者问答，一面娴熟地为病人做检查
和护理，脸上始终面带笑容。

在赛场外，上海健康医学院副
校长唐红梅一边看着自己学生的表
现，一边跟我们解释比赛中的一些

“玄机”。

“这个项目非常注重细节，而且
经常会给选手挖一些‘坑’，以考察
选手的应变能力。比如这个患者，
她的摔伤是刚刚造成的新伤口，还
是过了两天的旧伤口，有不同的护
理和包扎方式。再比如，这个患者
使用的助行器底座是不稳的，这就
要求护理人员提示其安全使用，并
且在交流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所
以，这个场景考察不仅仅是简单的
日常生活照料，还包含了对选手专
业知识和技能操作掌握程度的考
量。”唐红梅说。

“健康与社会照护全程需要用
英文交流，专业性又很强，是一个门
槛很高的项目。过去我们没有参加
这个项目，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懂外语的人不会照护，会照护的
不懂外语。但是从这届世赛选拔赛
来看，健康与社会照护已经成为一
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从企业到
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领域。”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团长、人社
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

我国首次派出选手参加酒店接待等9个项目——

既赛职业素养 还看人文关怀

连日来，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
愈演愈烈，他们瘫痪机场运作，逼停
数百架次航班，让滞留多日的旅客
有家不能回；他们戴着口罩不敢以
真面目示人，拦阻、辱骂、攻击不同
国家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旅
客，公然袭击警察，殴打香港市民和
内地旅客……

暴力示威者的种种恶行，是对
法治、秩序和基本人权的极端蔑视
和严重践踏，不仅让香港居民深受
影响，也让许多外国人看不下去。
面对“港独”分子的暴力示威和无理
行为，“硬核老外”仗义执言，有人愤
怒地扯下暴力示威者的口罩，有人
自发用各种方式支持香港警察执
法，有人在街头站出来强硬“回怼”

“港独”言论……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全

世界公认的！”近日，一名澳大利亚
男子在香港机场遭遇示威者围堵
时，说出了连外国人都懂，乱港分子
却不懂的道理。“到底是谁破坏了香
港的秩序？谁？”面对质问，现场示
威者只能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这
段视频在网上被大量传播转发，“外
国人都懂，乱港分子却不懂的道理”
迅速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无独有偶，就在几天前，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的街头，一名希腊男子
怒怼“港独”分子的视频也获得了上
千万的网友点赞。视频中，面对“港
独”分子，这名希腊男子大声质问，

“你们违反了你们国家的法律，你们
破坏、摧毁，使香港的经济停滞，这
是错误的，知道吗？”“你们做的与你
们说的东西相反，知道吗？”面对一
连串的质问，示威者气势全无。

同样引发网友们大量点赞的，
还有在香港生活28年的澳大利亚人
埃里克·贝克发布的视频，“我参加

‘反暴力救香港’集会，是因为我知
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些激进

的年轻人认为，通过摧毁人们建立
起来的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得到‘自
由’，这个想法太荒谬了！”面对镜
头，他愤怒地说。

有香港媒体报道了“反暴力救
香港”集会上英国人彼得·本特利对
公众发出的呼吁：“我们生活在中国
并且生活得很幸福，我们应该爱香
港，我们要热爱中国，我们必须要彻
底停止暴力！”

越来越多的声音告诉世界，香
港不能乱下去。中国有句老话：“当
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些被煽动的
乱港分子时至今日还在被利用，不
能明辨是非，令人痛心。希望年轻
人多听听旁观者的理性声音，擦亮
眼睛，认清幕后策划者的本来面目，
莫再随之起舞，不再供其驱使。

强大的民意，恰是抵制暴力和维
护法治的最有效利器。所有爱中国爱
香港的正义之士都应当挺身而出，大
声地为了正义鼓与呼，用良知、正气
和行动守护香港，汇聚起强大正能
量，还香港和谐安定、发展繁荣。

倾听旁观者的理性声音
李盛丹歌

就当前中国香港局势，新加
坡、柬埔寨、日本和印尼等亚洲
国家政要和专家学者表示，香港
出现的暴力违法行为对香港稳定
和发展不利，也会让所有与香港
经贸、人文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
区受到影响。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的发展有目共睹，希望香港示威
者排除干扰和杂音，与香港特区
政府真诚对话。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
穆根日前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
和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现阶段香港有深厚的优势，香港的
地理位置不变，香港作为中国对外
开放前沿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
会变。

尚穆根指出，一些西方媒体乱
贴标签，把示威者称为民主战士，把

香港警察依法执法说成滥用暴力。
不少报道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完
全是扭曲的观点。

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日前
发布声明称，柬埔寨尊重“一个中
国”的基本事实，认为香港当前局势
是中国内部事务。柬埔寨支持中国
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和平、
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社会团结和
谐，依照法律法规和国际实践所采
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柬埔寨希望看
到香港民众能够早日恢复往日宁静
生活。

柬埔寨中国港澳侨商总会也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犯罪分子有
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践踏
香港法制，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肆意损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对“一
国两制”底线的严重挑战。该商会

表示，坚决维护“一国两制”政策方
针，坚决维护香港和谐繁荣，绝不容
忍西方反华势力指手画脚干涉中国
内政和香港特区事务。

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国际贸易
投资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江原规由表
示，香港事态目前比较复杂，但依旧
可以通过充分对话表达意愿，不要
超越这一范围。一些势力想利用香
港修例施压，并怀有其他目的，这只
能给事态增加杂音，无助于解决问
题。

东盟主管政治安全事务的副秘
书长黄英俊表示，香港出现暴力行
为，特别是出现了围堵机场、地铁等
极端行为，令人感到惊讶和痛心，

“我们希望香港早日恢复安宁，这不
仅关乎香港人民自身福祉，也符合
地区共同利益”。

多国政要和专家表示——

希望香港早日恢复安宁
本报记者 蔡本田 张 保 苏海河 田 原

8 月 25 日，来自北京市
通州区的旅客贾燕南（左一）
带着女儿乘坐南昌客运段南
昌 西 站 开 往 北 京 西 站 的
G488次列车，列车长杨瑞花
（右一）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
点赞。今年暑运期间，荣获
过“全路红旗列车”荣誉称号
的 G488/7 次列车乘务班组
开展“温暖伴我行”活动，从

“细节”入手，以更加人性化
和精准化的服务，让旅客出
行更温馨。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新华社香港8月25日电 （记
者方栋） 香港特区多位政府官员
及立法会议员25日表示，持续的内
部纷争让香港经济雪上加霜，呼吁
尽快结束纷争、停止暴力行为，加强
社会各界的对话沟通，团结一心为
香港谋出路。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发表题为《保“饭碗”》的网志指
出，外围环境变坏加上香港社会暴
力冲突持续，一场经济台风正逐渐
形成，部分处于“当风”位置的行业，
已感到相当痛楚。访港旅客数字八
月以来逐步下跌至近 50％；有酒店
和酒楼已要求员工放无薪假；零售
业和饮食业调查显示近月收入以双
位数大幅下跌。

陈茂波指出，现在情况拖延下
去，恐怕会出现裁员潮。事实上，
提供60万人就业的零售、住宿及膳
食服务业，合计失业率已由年初
3.4％的低位逐步上升至 4.3％，失
业人数达 2.75 万人。全港 5 至 7 月
失业人数增加4000多人，达到11.8
万人。

“回看本港过去20多年几次经
济危机的经验，失业率恶化的速度

可以较人们预期快得多。”陈茂波
指出，过去两个多月的持续纷争，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陆续浮现，
影响会否更深、更广，使更多人“饭
碗”受影响，只在于每个人的一念
之间。

“希望大家先‘偃旗息鼓’，让社
会先平静下来，以协商代替冲突、以
对话代替拳头，保住香港这个共同
家园，也避免更多市民的饭碗和生
活受到牵连。”陈茂波说，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正筹备构建对话
平台，跟社会各界衷诚沟通，为香港
谋出路。

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 长 刘 怡 翔 在 题 为 《重 塑 秩 序
重燃希望》 的网志中指出，香港
经济正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英国
可 能 “ 硬 脱 欧 ” 等 外 围 不 利 因
素，以及本地社会纷争的困扰，
增长越见乏力。

刘怡翔表示，影响着香港经济
的宏观环境无从改变，但是希望内
在纷争可以尽快平息。如果香港社
会、经济、民生建设持续受到破坏，
令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会
对香港造成长远伤害。

刘怡翔呼吁社会各方能放下成
见和对立情绪，回归理性，好好守
护香港多年来苦心经营、努力建设
的成就，一起携手应对下滑的经济
前景。

刘怡翔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提出的沟通平台希望能
直接聆听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政治
立场、不同背景的市民的心声，一起
为香港的困境寻找出路。“要解决香
港当前的问题，沟通、聆听和行动是
不二之法，诚盼社会各界和我们一
起努力，让香港能逐步复原，重燃希
望，重新出发。”

香港特区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
思荣对媒体表示，受示威活动影响，
旅游业多项数据指标上月已由升转
跌，本月更出现快速下跌，其中入境
旅客人次跌幅最大，中小型旅行社
收入减少，出现经营困难。靠访港
旅行团维生的导游受到的影响最为
明显。去年旺季酒店入住率可达
100％，而今年8月份预计会跌至两
至三成。

姚思荣表示，如果示威活动持
续，会大幅扭转上半年旅客入境数
字，深重影响服务业。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及立法会议员呼吁尽快结束纷争

开展沟通对话 努力恢复经济

□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针对
25日在葵青及荃湾等地区的示威活
动及暴力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
人26日凌晨表示，激进示威者升级
的违法及暴力行为不但令人发指，
更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特
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警方亦会严
正追究。

发言人表示，在葵青及荃湾进
行的游行集会，虽然警方经与主办
方协商后已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
有示威者在游行期间偏离原定路
线，堵塞道路，与警方对峙，以砖块、
铁枝等肆意袭击警务人员，并向警

车和警务人员多次投掷汽油弹，严
重破坏社会安宁，对在场执法的警
务人员和市民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
的威胁。

据介绍，一批激进示威者以暴
力破坏多间位于荃湾的商铺，到场
处理的警务人员一度被多名暴徒袭
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曾向
天鸣枪示警。之后激进示威者的暴
力行动蔓延至深水埗、尖沙咀及红
隧九龙出入口等多个地点。

发言人指出，有示威者在集会地
点葵涌运动场取下国旗，并肆意践
踏，行为挑战国家权威，亦涉嫌触犯

香港法例中的《国旗及国徽条例》。
发言人呼吁广大市民共同打击

暴力，维护法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在当晚的清场行动中，警方已

拘捕多名肆意破坏、攻击警察的激
进示威者。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
聪当晚到医院探望慰问在荃湾执勤
时被暴徒袭击受伤的多名警察。对
于暴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
为，卢伟聪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
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警
队必定全力追究。

香港特区政府：

激进示威者升级的违法暴力行为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