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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校2018秋季招生预约报名开始……
★6月 16日，小学、初中、高中
开始预约报名；
★高一预约报名者，志愿须填
报我校；我校高中代码：106

高中立德班 艺体班 初中“英才计划” 小学“双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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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7 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以 75 岁高龄徒步登上黄山之巅，以无比
宽广的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见微知
著的伟大智慧，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黄山谈话”。

“黄山谈话”既是谈旅游也是讲经济，既是谈
发展也是讲改革，在我国现代旅游业乃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今年是小平同志“黄山谈话”发表 39周年，又
适逢改革开放 40周年，我们再次重温小平同志的

“黄山谈话”，总结黄山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深
深地感受到字里行间闪耀着以人为本、发展为上
的熠熠光辉，跳动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
强音，蕴含着发展市场经济、壮大旅游产业的卓
识远见。这些都是指导黄山跨越发展的强大思
想武器，是黄山人民无比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围绕“黄山谈话”的改革
实践主题，从破冰之旅、转型之策、取胜之道三个
方面，叙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黄山人民在小平
同志“黄山谈话”精神的指引下，黄山旅游实现的
一次次历史性跨越，黄山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

7月的黄山，峰峦苍润，溪瀑飞流，一辆辆旅游大
巴接踵穿过景区南大门的邓小平雕像，蜿蜒而上。
黄山，迎来了暑期旅游旺季。

位于景区南大门的邓小平雕像，是黄山对这位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深情的缅怀和敬仰。

“这里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要有点雄心壮志，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黄山人民永远记得 1979
年 7 月 15 日，永远记得小平同志视察黄山时在观瀑
楼发出的铿锵声音。

嘱托在心，重任在肩。改革开放 40 年，黄山作
为筑梦中国旅游的摇篮，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
一张靓丽名片；黄山市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产业发展
的试验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历史性突破，傲然位居安徽旅游龙头、跻身全国旅游

“第一方阵”。
勠力同心，奋勇拼搏，奏响波澜壮阔的发展乐

章。黄山市，向小平同志交出了一份硕果累累的答
卷，为改革开放 40周年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历史，由一段一段的航程连接而成。历史前进
的步伐，总是因为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而
昂扬激越。

1979 年 7 月，小平同志以 75 岁高龄徒步登临黄
山，发表著名的“黄山谈话”，拉开了黄山乃至中国旅
游发展的序幕，更激励着黄山迈出改革创新的步
伐。一个以林茶经济为主的偏僻山区，开启了以旅
游经济为主导产业的“破冰之旅”。

发展没有现成的路，只有摸着石头过河。黄山
人牢记小平同志嘱托，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以改革
为动力，以改革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探索出了具有黄
山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志当存高远，敢为天下先。黄山人承载着“把黄
山的牌子打出去”的历史初心始终未变。

发展旅游，作为全国最早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
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三顶桂冠的黄山风景区，义不容
辞地走在前头、树起标杆。

成立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国内

探索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完整包装上市，成为全
国第一只完整意义上的旅游概念股，实现中国旅游
业资产运营到资本运营的“突破”；启动“人事、劳动、
薪酬”三项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践行“把员工当家人，把自己当客人，把游客当亲人”
的“三人理念”，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旅游
服务标准体系和运行机制，树立了黄山旅游服务的
金字品牌，打造了中国旅游优质服务的“黄山样本”；
在全国山岳景区第一批建起电子商务平台，率先迈
出景区信息化建设步伐。

……
在黄山风景区的带动影响下，全市旅游发展风

生水起。
1986 年，黄山脚下汤口镇山岔村上张村民组率

先利用当地资源开发旅游，注册了全国第一家农民
创办的黄山翡翠谷旅游公司；同一年，历代种田养蚕
的黟县西递村村民，挂起了“西递旅游接待点”的牌
子。 （下转第二版）

““黄黄山谈话山谈话””的改革的改革实践之一实践之一

破冰之旅破冰之旅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袁袁玉玉灵灵 李学军李学军

编者的话

本报讯 记者殷元元报道 盛夏
季节，骄阳似火。位于屯溪区九龙低
碳经济园区的年产 500万片蓝宝石衬
底片项目建设同样如火如荼，目前已
完成项目室外装饰、道路及绿化施工，
车间设备也已投入试生产，8 月份即
将竣工投产。这是屯溪区全力推进重
大项目攻坚月的一个缩影。

全市重大项目攻坚月启动以来，
屯溪区结合区情实际，制定了“重大项
目攻坚”活动方案，以攻坚保全年，合
力推进 14个计划开工项目前期工作，
全面提速 36个续建项目投资进度，确
保全年 30个省级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9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分别达
到 22亿元、43.3亿元。

攻坚月期间，屯溪区加大夯基础、
管长远、牵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谋划和
编报力度，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创
新、城市赋能等作为三次产业发展重
点领域研究策划，切实做到“项目有基
础、对上可争取、对外可推介”，并为全
年及未来几年投资持续打下坚实基

础。全区各项目责任单位按照属地管
理要求，加强与项目业主单位和相关
职能部门的对接沟通，坚持问题导向，
排出任务清单，合力解决项目推进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超补欠，确保完
成目标任务。

截至 6 月底，屯溪区 30 个省级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12.16亿元，
占年度任务的 55.3%；市级 39 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 21.96亿元，占年度任务
的 50.7%，均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项目谋划上，1—6 月，屯溪区上
报市级重点储备项目 50 个，总投资
160.8亿元。目前，11个项目转化为已
开工项目，10 个项目已进行可研深度
谋划。同时，重大项目攻坚月期间，新
谋划项目（要求达到可研程度）3 个，
完成任务的五分之三。

此外，屯溪区还迅速贯彻落实全
市重大项目攻坚月部署任务，召开了
老街滨江西路棚改地块突击攻坚推
进会，保障中心城区城市建设加快推
进。

以攻坚保全年 以合力保效果

屯溪区打好重大项目攻坚战

本报讯 “以前要在窗口当面提
交纸质材料进行审核，然后去具体分
管的业务科室审批，遇到材料错误或
者不齐全的时候还要多跑几次，现在
好了，直接网上申请，窗口审批，就可
以了，感觉非常方便，省时间。”7月 13
日上午，黄山市翠林交通有限责任公
司出租汽车分公司的程宝华来办理出
租汽车年审，深刻感觉到“最多跑一
次”带来的方便和快捷。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全面推
进政务服务“一张网”，加快一网通办、
不见面审批，深度融合线上线下服务，
创优实体政务大厅，实现企业和群众
办事“只进一扇门”“办事不求人”“最
多跑一次，多次是例外”，为促进交通
运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质、更
高效、更便捷的交通政务服务环境。

政务中心交通综合窗口首席代表
汪岚告诉记者：“对于出租车年审业务，
现在企业和个人可以在政府服务网黄
山分厅上注册账号，直接申报业务。通
过网上申请、上传资料，窗口审核无误
后，所有的审核、审批都在窗口直接完
成，真正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据了解，市交通运输局多次调研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综合窗口，配齐
配好窗口工作人员，窗口授权到位；实
施了事项流程再造，优化事项办件内
部流转环节，压缩办事时限，明确事项
要素标准、编制办事指南，明确申报材
料清单，公开办事流程，实现办理深度
3 级 以 上 达 100%；着 力 提 升 服 务 质
量，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规范窗
口工作人员服务标准和服务行为，提
升业务水平和办事效率；高标准、严要
求，自我完善和提高，在 168 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基础上，对近期难以实
现“最多跑一次”10个事项，通过对接
市政务中心，借鉴其他单位经验做法，
在措施、流程、服务上再加压、再优化、
再提高，实现 178个事项全部达到“最
多跑一次”目标。

下步，市交通运输局将进一步优
化办事流程，大力提升全程网办率，让
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事”，切实提高
全程网办率，实现“不见面审批”；采取
引导和帮办代办等方式，增强群众的
线上办事体验，大力提升网上申报办
件占比，不断提高“一张网”的知晓度
和应用率。

·孙冯燕·

市交通运输局

“最多跑一次”越跑越快

7 月 14 日，在休宁县蓝田镇枧潭
景区，游客正在漂流。

近年来，该县大力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绿色资源
禀赋，积极谋划好“水文章”，打造了源
芳极速漂流、夹溪河漂流等六大水上
基地，激活了避暑经济。

陈佳 潮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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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徽州区环保部门
获悉，1-6月，该区大气环境质量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24.4μg/m3，同比下降 24.9%，颗粒物
PM10 平均浓度为 49.7μg/m3，同比
下 降 17.9%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3.92%，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6天。

今年以来，徽州区强力推进“控
煤、控气、控车、控尘、控烧”等措施，
实现大气污染物指标明显下降，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下一步，该区将

继续瞄准工业、农业、交通、生活污
染源，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切实加
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强化全民环
保意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张 科·

黄山海关上半年征税同比增长 109.9%
记者 7 月 13 日从黄山海关获

悉，上半年，该关共征收税款 5432.3
万元，同比增长 109.9%。其中关税
452.9 万元，同比下降 11.0%；增值
税 4979.4万元，同比增长 139.5%。

今年以来，该关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通过上门走访、微信推送等多
种方式宣传担保放行无纸化、全面

取消出入境货物通关单等最新改革
内容，引导企业本地报关纳税；同时
向广大进出口企业和报关企业宣传
汇总征税、电子支付（担保）、自报自
缴的便利政策，目前已有一家企业
适用“汇总征税”模式进口报关，另
有一家企业正在申请此模式。

·李学军·

徽州区上半年大气污染物指标明显下降

绿水青山
乐享漂流

张天天张天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