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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
厅长罗杰：

区本级环保督察实现7市地全覆盖
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一直以来，我区环保部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
识，坚定不移地建设美丽西藏，全力投入环境保护工作，让西藏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洁净。就我区目前环境
保护工作开展情况，记者在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采访了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副
书记、
厅长罗杰。
文/记者 梁兰 图/记者 王巍巍

专访

声音
自治区人大代表、
拉萨市尼木
县续迈乡续迈村党总支书记斯达：

建议加快推进农田改造
大力开发温泉旅游项目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
厅长罗杰

截至2018年11月底
我区环保税征收1587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以来已经
有一年的时间，那么我区环保税征收
工作开展情况如何呢？罗杰介绍，
《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施行后，
我区针对环保税开征也出台了相应的
管理办法，发布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
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试行）》公告，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我区环保税征收
入库 1587 万元。
罗杰介绍，2018 年 1 月 18 日，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授
权，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38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我区环境保护税具体适
用税额。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
染当量 1.2 元，水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

污染当量 1.4 元。适用税额的审议通
过，标志着我区环保税全面步入开征
实施阶段，
环境保护正式进入税时代。
“为促进全区保护和改善环境、增
加环境保护收入，2018 年 3 月 30 日，我
区印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环
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明确
指出环境保护税收入 100%留给污染
物排放地所在县区。”罗杰说。

实行环境保护
“一票否决”
对
“三高”
企业和项目零审批
“根据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我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后反馈的意
见，自治区研究制定了整改方案，细化
分解 45 项整改任务和 179 项具体措施
清单；全面实行挂图作战，全程跟踪整
改落实。”罗杰说，我区还成立了由省
级领导挂帅，对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

移交的 7 个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进行专
案盯办，对移交的问题线索仔细分析
研判，形成了对 80 余人的追责问责建
议，目前正在根据相关程序和规定依
纪依法进行处置。
罗杰介绍，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启动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真抓
真改，严督严察，实现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有序推进，本级环保督察体系有效
建立。截至 2018 年 11 月，自治区本级
环保督察实现 7 市地全覆盖。
据介绍，我区坚持矿产资源开放
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严格
执行规划和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保
持“三高”企业和项目的零审批、零引
进。深入开展历史遗留“未批先建”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专项清理。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覆盖全区

近年来全区农业经济得到了飞跃
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农
田整体收益，我建议，在全区各地加快
推进农田改造。
尼木县有非常有名的温泉，温泉周
围环境山清水秀、
景色优美、
空气清新，
但
现阶段处于未开发状态，
所以我希望大力
开发温泉旅游项目，
打造温泉旅游特色服
务区，
以此吸纳更多的当地群众在服务区
就近就业，
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同时
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文/图 记者 德吉曲珍

自治区人大代表、
昌都市林业
局助理工程师郭迎亚：

建议加大对防沙治沙、
退耕
还林等工作的投资力度

过去一年里，昌都市林业局积极落
实生态补偿等各项政策，
发展林业产业带
动扶贫，
带动建档立卡户1049户5004人，
人
均增收3500元。今年我更关注防沙治沙、
退耕还林、
重点生态林工程建设等工作。
我建议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
建
设美丽西藏、
生态西藏，
改善人居环境。
文/记者 李海霞 图/记者 王巍巍

缓解办税时间和办税量之间的矛盾

从 2018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到 2018 年 7 月 20 日我区 73 个县级局、1 个税务所挂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优化纳税服务已成为
自治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还有普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作为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自治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刘虎向记者讲述
了这件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
记者 韩海兰

机构改革
大大节约办税成本
2018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召开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会，吹响了国
地税合并工作正式启动的号角。15 天
后，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
挂牌成立。机构改革过程中，我区税
务系统纳税服务部门以推进税收业务
“一网通办”
“一厅通办”
“一键咨询”为
重点，每一项都明确了工作的内容、要
求、具体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切实保障
改革举措平稳落地。
为进一步缓解纳税人和缴费人有
限的办税时间和日益增多的纳税人和
缴费人办税量需求之间的矛盾，自治
区税务局从硬件设置、环境建设、优质
服务三方面入手，在自助办税的基础
上，推出了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并
实现了在西藏的全覆盖。
改在税务端，
而改革的效应作用在
企业端。办税企业可以根据不同业务

类型和自身需求，
自主选择去自助办税
终端或者在办税大厅办理，
不用随时去
窗口排队，
大大节约了办税成本。

电子税务局上线运行
首月累计申报62680笔
征收管理与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
的两大核心业务，也是税收工作的永
恒主题。如何探索建立更加优化高效
的税收征管体系，推动改革向纵深发
展，成为自治区税务局关注和思考的
重点问题。
刘虎表示，我区纳税人区域分布
极不均衡。而且，随着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
业务越发复杂，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
更高。面对时代的要求、现实的需要，
仅依靠传统的加人加窗口、加班加压
力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纳税人的合理
需求。为了全面提升为纳税人服务的
质效，自治区税务局开发了全新的网
上办税平台（电子税务局），并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
电子税务局上线仅运行一个月时
间，我区纳税人就通过电子税务局累
计申报 62680 笔，累计入库税款 25.75
亿元，占全区 2018 年 10 月份入库税款
的 60.20%。同时，电子税务局的运行
使到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的纳税人显
著减少，平均每笔业务受理时长由 3
至 5 分钟减少到 2 分钟。纳税人由原
来需要带一叠资料早早来到办税服务
厅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变为了现在只
需要通过网络平台或者 APP 软件，一
个账号、一个界面、一次操作就能全部
完成，让纳税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高效、
便捷的办税便利。
刘虎表示，下一步，我区税务部门
将充分挖掘征管资源整合、信息数据
聚合的潜力，以纳税人满意度调查整
改为抓手，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优化
办税流程，拓宽办税渠道，缩短办税时
限，完善信用管理，维护税户权益，全
面提升我区纳税服务效能。

自治区政协委员、
那曲市藏医
院副院长尼玛卓玛：

创建等级医院，
建议增加藏
医院人员编制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民族
医医院建设工作目标与要求》，各藏医
院要创建等级医院。但是，现有的人员
编制远远不足以创建等级医院。为了
提升医院的整体水平，更好地为老百姓
服务，我建议增加那曲市级、县级藏医
院的人员编制，并继续加大对那曲、阿
里等市地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
度，使藏医医疗体系不断完善，提高藏
医人才队伍的水平。
文/记者 丹增朗赛 图/实习记者 刘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