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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敬 报道
自县级税务机构改革工作启动以来袁 县税务局按照 野两不
误尧两促进冶的工作要求袁立足新起点袁谋求新突破袁不驰于空想袁
不骛于虚声袁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袁把思想工作置于首位袁把
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袁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同心同向同行袁 干在实
处袁走在前列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袁扎实推进各项机构改革工作
全面铺开遥
建强支部汇聚合力，发挥党员表率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税收一线党员管理袁统一思想尧凝聚共识袁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以党建促机构改革向纵深推进袁县
税务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筑牢改革野桥头堡冶遥
一是压牢主体责任袁强担当遥县税务局联合党委把主体责任
纳入到党建工作责任之中去统筹谋划尧统筹推进袁按照野围绕税
收抓党建袁抓好党建促税收冶的党建工作思路袁与野两学一做冶学

习教育尧两个责任落实尧纪律行动等工作同频共振尧融合开展袁做
到野两促进尧两不误冶遥积极开展了野支部书记讲党课冶尧野专题学习
会冶野学习先进典型尧争当先锋党员冶等活动袁把从严治党落实到
税务工作各个环节袁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袁扎实筑牢党风廉政建
设的思想防线袁以良好的党风尧政风尧作风推动各项税务工作的
有效落实遥二是开展谈心谈话袁稳队伍遥根据市局督导工作安排袁
在联合党委成立后袁立即开展野三必谈 冶袁即联合党委书记要与
机关各科室尧基层分局渊中心税务所冤主要负责人逐一开展谈心
谈话曰分管领导要与分管部门负责人进行谈心谈话曰县局领导还
要与不分管部分负责人适当开展交叉谈心谈话遥通过谈心谈话袁
及时回应了干部诉求袁避免了一些矛盾的发生袁并进一步凝聚了
干部职工对改革的共识遥 三是组建临时党支部袁聚人心遥 为进一
步加强征管一线党员管理袁统一思想尧凝聚共识袁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袁以党建促纳税服务上水平遥县税务局创新支部
设置方法袁设立了机关和纳税服务大厅等 9 个临时党支部袁严格
做到野学习一起组织尧思想一起交流尧问题一起探讨尧活动一起开

一是落实值班制度遥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24 小时带班值班制
度尧班子成员办税大厅轮流值班接访制度袁及时化解各类不稳定
因素袁 将矛盾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袁 为机构改革营造良好氛
围遥 二是坚持以上率下遥 领导班子带头遵守各项纪律袁坚决贯彻
中央关于严明机构改革纪律的要求袁把野六项纪律冶作为不能触
碰的红线袁领导班子以上率下袁全体税务干部自觉服从大局袁不
利于稳定的话不说袁 不利于改革的事不做袁 坚决做到 野三个不
准冶院不准撂挑子贻误工作袁不准挑是非诋毁他人袁不准泄私愤影
响改革遥无条件做到一些行动听指挥袁所有改革工作都按照统一
部署尧统一要求有序开展实施遥 三是保证组织收入遥 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遥四是推进野放管服冶工作遥县局坚持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以纳税人为中心袁严格落实野一次办好冶工作要求袁召开了野一次
办好冶专题部署会议袁每周两名班子成员在办税大厅办公袁督导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社会影响 一窗通办袁一次办好工作袁最大限度提升纳税人满意度遥 持之以
大袁政治性和政策性强袁必须用铁的纪律保证改革顺利推进遥 县 恒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工作举措常态化袁
局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袁逢会必讲尧逢会必要求遥
在改革期间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遥
展尧组织生活一起进行冶袁推动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由野物理合
并冶产生野化学效应冶遥四是丰富党建活动袁促融合遥县税务局联合
党委高度重视党建载体建设袁严格落实党建规定动作袁通过召开
党支部会尧党小组会尧群众座谈会等方式袁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的
思想状况袁创新党建活动方式袁积极开展野六个一冶党建活动促融
合遥 通过开好一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尧讲好一堂党课袁过
好一次主题党日袁抓好一次全体党员学习袁开好一场专题组织生
活会袁搞好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遥使的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党
性观念袁统一了思想认识袁为全面推进机构改革工作和各项税收
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勾勒城市名片 尽显古城风韵

通讯员 郭焕丽 报道
梁山是一部名著留下的城市袁走在梁山美丽的街道上袁古朴的建筑随处可见袁就
连那普通的公交站牌也尽显文化气息袁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梁山的风姿与韵味遥
8 月份袁我县公交站牌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袁大街小巷的公交站点都可
以看到辛勤的工人袁不顾炎热袁头顶骄阳袁为打造一个个有特点的公交站牌而辛勤地
忙碌着遥
新公交站牌融合了野亭冶野阁冶野榭冶的建筑样式袁中间拱立袁两边如翼袁传承了传统
的飞檐设计袁十分别致遥站牌顶部饰有石雕尧石鸟尧麒麟噎噎各式各样袁十分鲜活遥站牌
以红棕色为主要色调袁顶部以青瓦铺就袁墙体以白墙支撑袁中间留有拱门袁左右两边各
有一个方形窗遥 行人在这窗与门间穿梭袁将道路两边的风景尽收眼底袁这通透的建筑
设计扩大了空间袁让旅客等待的间隙也可浏览风光遥
新公交站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要数顶部的彩绘装饰袁远山图气势磅礴袁芙蓉图
惟妙惟肖袁彩鸟图栩栩如生噎噎一幅幅具有古典风格的画不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袁是
匠人亲手一笔笔勾勒的袁这民间匠人的丹青描绘让这张野城市名片冶一下子有了温度袁
像艺术品一般值得人细细玩味袁精心品赏遥
公交站牌不仅是一张城市的名片袁更是群众日常出行的服务设施遥以前便有市民
向县交通运输局反映过公交站牌设置不明显袁样式不一致的问题袁上级领导及主管部
门对此非常重视袁决心进行整改袁给群众和游客营造一个更加便利的出行环境袁给城
市增添一道更美的风景遥现在这一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袁相信公交站牌改建项
目会造福更多的人民尧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袁为建设国家卫生城市增分袁为打造野景中有
城冶的居住环境添彩遥

通讯员 李卫 报道
韩岗镇始终坚持野工业强镇冶不动摇袁
将工业经济扩总量与提质量有机结合袁着
力转变发展方式尧优化产业结构尧转换增长
动力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袁努力形成主业突
出尧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遥
狠抓招商引资工作遥 落实野二分之一冶
工作法袁抓好 10 人专职招商队伍专业化水
平建设袁专班专办抓招商遥紧盯环保装备产
业抓招商袁立足环保产业基础袁紧盯环保产
业龙头袁明确招商引资重点袁提高招商成功
率遥 年内争取引进至少 2 个亿元以上环保

装备项目遥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遥 落实野三个一冶要
求袁把重点项目责任具体化尧进度目标化袁
全力全速强力突破遥重点做好野四个推进冶院
推进中清环境检测环评服务项目建设袁引
领全产业链发展曰 推进宝蓝环保装备项目
落地建设袁确保年底投产曰推进环保装备产
业园孵化基地建设袁 建设 4.8 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袁培育野四新冶企业袁打造创新发展引
擎遥 推进韩岗煤矿建设袁尽快投产达效遥 同
时袁 引导佰士达木业尧 瑞芝生物等企业技
改袁推动企业良性发展袁提升综合竞争力遥

艾滋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钥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关
于艾滋病的那些事袁为大家揭开艾滋病的神秘面纱遥
1.什么是艾滋病钥
艾滋病的全称是 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冶渊英文缩 写
AIDS冤遥 它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死率高的慢性传染病遥
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袁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袁使感染者逐渐丧
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袁造成各种机会性感染尧肿瘤等袁最终死
亡遥
2.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钥
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尧血液尧母婴三种方式传播遥 性传播
主要是指在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性交渊包括阴道交尧肛

抓环保装备产业园建设遥 完善园区道
路尧供水尧供电尧污水处理等公用服务设施
规划建设遥强化环保产业园土地集约利用袁
盘活闲置厂房袁 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全县
新旧动能转换引领区遥 推进环保装备主导
产业与零部件加工尧环保技术服务尧商贸物
流等关联产业集聚发展袁 建成环保产业综
合服务平台遥积极与中科院尧济南大学等科
研院所深度合作袁拓展与梁山县专用汽车尧
家居尧涂料等产业园重点企业的配套协作袁
促进科技创新和市场拓展袁 推动工业经济
大发展遥

交尧口交冤在异性或同性人群之间传播袁性伴侣越多袁感染的危险
越大遥血液传播主要包括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尧不安全的输血或
血液制品以及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尧且未经严格消毒的尧可刺
入人体的针具和医疗器械等遥 母婴传播主要是指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的妇女袁在怀孕尧分娩尧哺乳时可以通过血液尧阴道分泌物或
产后母乳喂养将艾滋病病毒传播给胎儿或婴儿遥
3.与艾滋病患者的日常接触会传播艾滋病吗钥
科学证实袁艾滋病病毒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病毒袁对外界环境
的抵抗力较弱袁离开人体后很难存活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的一般接触渊如握手袁拥抱袁共同进餐袁共用工具尧办
公用具等冤不会感染艾滋病遥艾滋病也不会经马桶圈尧电话机尧餐

通讯员 郑子涵 报道
小路口镇是一个农业大镇袁 共有
71 个自然村庄袁5 万余农村人口袁 抓好
移风易俗工作顺民心尧合民意袁对提升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尤为重要遥 小路口镇通过多形式宣
传移风易俗袁 多途径保障工作实效袁使
村民共沐文明乡风遥
突出野加强宣传冶作用袁营造浓厚正
面氛围遥 坚持重在正面引导尧重在建设
养成尧重在群众自觉袁深入开展野讲文明
树新风冶宣传工作袁各村张贴公告袁发放
明白纸三千余张袁 多次出动宣传车袁推
动农村形成知荣辱尧树新风尧促和谐的

文明新风尚遥
突出野学习模范冶作用袁发挥典型示
范作用遥 规范村级道德评议程序袁聚焦
大操大办尧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袁评出
野文明家庭冶尧野好媳妇冶 等先进模范袁用
道德力量袁扶正祛邪尧扬善惩恶袁扬正
气袁树清风遥
突出野刹止歪风冶作用袁确保工作取
得实效遥 加强对红白喜事简办的宣传力
度袁结合镇情村情制袁让各村制定红白
喜事随礼标准袁 积极推进喜事新办尧丧
事简办袁反对盲目攀比袁把人情负担减
下来袁把新风正气树起来袁引导广大群
众辨善恶尧分美丑尧知廉耻遥

突出野完善制度冶作用袁做好党员干
部带头遥 以村内自治为前提袁把移风易
俗尧孝敬老人等纳入村规民约袁各村党
员干部签订野移风易俗冶保证书袁以身作
则袁带头垂范遥 镇纪委成立督导小组袁严
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干部尧群众袁引导
村民自觉守约袁引领群众移风易俗遥
通过移风易俗的野四个突出冶作用袁
进一步引导全镇村民逐步养成节俭尧文
明尧进步尧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在全镇范围
内形成弘扬传统美德尧崇尚科学生活方
式的新乡风袁使全镇村民共浴文明新乡
风袁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遥

饮具尧 卧具尧 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遥 咳嗽尧 打喷
渊3冤 预防母婴传播
嚏和蚊虫叮咬也不会传播艾滋病遥
提倡婚检尧孕检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要避免怀孕曰坚持
4.如何预防艾滋病钥
生育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尧 住院分娩时减少损
渊1冤 预防经性接触传播
伤性危险操作曰 产后避免母乳喂养遥
遵守性道德袁 固定性伴侣袁 安全性行为是预防艾滋病经性
目前袁 我国开展了广泛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袁 虽然不能完
途径传播的有效措施遥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 全治愈袁 但能够有效提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质量袁 延长
险遥 得了性病应尽早到正规医院检查尧 治疗遥
他们的寿命遥
因此袁 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 野谈艾色变冶袁 但也不能放松
渊2冤 预防经血液传播
远离毒品袁 不共用注射器吸毒曰 避免不安全注射或输血曰 警惕袁 因为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遥 我们只有了解艾滋病的预防
不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手术尧 注射尧 针灸尧 拔牙等进入人体的 知识袁 提高自身防护意识袁 拒绝高危行为袁 才能有效预防艾滋
器械遥
病遥
渊县疾控中心供稿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