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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周一，一堆事情等着要办，得

好好安排。

产业园发展千头万绪，厂房还没

有完全建成投产；职工宿舍大楼主体

框架刚刚完工，明年6月工人要全部入

住，任务紧迫；TATA门业入驻园区，首

批设备本周进厂；大门口的体验馆进

入装修阶段，作为产业园的窗口，装修

风格、施工质量、产品布展，哪一项都得

杠杠的，施工现场需要随时协调。

好多人都问过我：作为一家总部

在深圳，专业致力于家居、建材、家饰家

纺生产的大型企业为何选择到兰考投

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来，兰考县

干部身上迸发出的热情和诚意感动了

我们管理层；二来，作为一家有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我们也想为脱贫攻坚出

点力，为贫困县兰考做点什么。2015

年 10 月，公司投资 7.8 亿元在兰考兴

建产业园，目的是打造一个线下体验、

线上购买的家居产业跨境电商平台。

如今，400 多亩的产业园已建起 28 个

标准化厂房，已有十来个车间投产，已

接到境外订单 8000万美元，国内销售

1.2亿元。

家具制造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

以直接带动当地群众脱贫。现在厂里

用工2000来人，除了技术岗位用的是公

司里的老员工外，一半职工都是在兰考

和周边招聘的，在同等条件下，兰考贫

困群众优先。普通工人月工资3000多

块钱，木工、漆工每月七八千块钱，“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来年全部投产，产

业园能安置3500人，帮助千把个兰考贫

困家庭实现稳定脱贫不成问题。

兰考干部的干劲和服务，使我们

对在此发展信心百倍。征地、建房难

题，在短时间内一一解决。今天，县招

商局领导又请来县电业局同志，到园

区给大家讲解减轻企业用电负担问

题。招商局的同志天天来产业园办

公，不管遇到大小问题，我们随时反映，

大部分问题当天就能解决。

落户兰考发展，助力脱贫攻坚，我

相信，公司是找对了方向，也找对了地

方。③5 （本报兰考报道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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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宇（中）
在试验田查看麦
苗生长情况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这段时间天气多变，不放心田里的

麦苗，一早我就和村干部跑到村头的高

产示范田里，瞅瞅今年新引种的小麦

7698的长势。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麦

苗，心里顿觉美滋滋的。

2015年8月，我被省农业科学院选

派到大柳树村任第一书记。这是一个没

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子，外欠修路款40

余万元，村民除了农业基本产出外，主要

靠外出打工和自主经商挣点小钱，是个

省级贫困村。

滑县要于2016年年底率先脱贫，对

于我这个新手“村官”来说是个巨大挑战。

我先从专业入手，依托省农科院农

业技术优势，建立多种作物高产示范田，

让农民享受科技农业的成果。

我向省农科院申请投入30多万元，

先后在大柳树村建立了740亩小麦、200

亩玉米、100亩花生的高产示范方，示范

方内所需农资及全村农业生产使用的农

药全部免费供应。

申文英老伴儿患癌症去世已3年，

但看病的外债一直没有还清，属于因病

致贫户。她有3亩多地，今年试种了花生

豫花26，亩产量由400斤升至800余斤。

按市场价2.6元/斤，今年仅靠种花生申

文英就实现了脱贫。

通过调研，我发现该地农民种地有

个“误区”：要想粮食产量高，就施大肥。

按照规定，每亩粮食施肥应在25斤，而农

民会追肥75斤到80斤。

为此，在示范基础上，今年我分别向

省农科院申报了“肥料减施技术”示范项

目，资金20万元，已获批；向滑县申报了

科技扶贫项目“千亩高产花生示范方”，

资金70万元。此外，我还聘请专家在全

村开展农业科技系列讲座和返乡农民工

创业培训。慢慢地，村民们都认识到，种

地要靠科学。

眼下，我和村干部正在争取省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财政资金160万

元，准备在村中心文化广场旁边建设200

千瓦的文化廊道式光伏电站，在美化村

容的同时，预计2017年我们村可实现村

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以上。③6

（本报滑县报道组 整理）

12 月 19 日,
兰考同乐居跨境
电商产业园建设
进入收尾阶段，
郭伟畅谈发展前
景⑨6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本报记者 孙欣

在南阳市，说起李相岑可算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倾心公益，
30 年来累计向社会捐助 100 多万
元，被称为新时期的“活雷锋”。更
令人称赞的是，在他的带领下，全家
19人都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人人都
是“公益达人”。

12 月 15 日，记者见到了刚刚
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
大会的李相岑，63 岁的他个头不
高，衣着朴素，黝黑的脸膛上透出
纯朴实诚。“自己做了一点该做的
工作，没想到党和人民给了这么高
的荣誉，我感觉身上担子更重了。”
他说。

李相岑家住南阳市八一路，走
进屋内，记者没想到他的家是如此
的简朴：旧抹布做成的拖把、旧衣服
改成的书包、氧化发黄的双缸洗衣
机、大后壳的电视机、白石灰刷出的
墙壁……

其 实 ，李 相 岑 也 曾 是“ 有 钱
人”。早在 1986年，他开始带领民
工搞建筑施工，没过多长时间，已有
几十万元的积蓄。1995年的一天，
在去建筑工地的路上，他救了一名
出车祸的司机，这件事让他感受到
帮助别人的快乐。从那时起，李相
岑暗下决心，今生要尽自己所能做
好事、做善事。

“他所有的积蓄基本都用在了
帮助别人上。只要有一天不做公
益，他就浑身难受。”李相岑的妻子
笑着说，刚开始一有钱，李相岑就回
老家卧龙区青华镇打井、修路、建校
舍。后来就直接向社会捐款，1997
年香港回归，他捐款3万多；1998年
抗洪，他捐 5000元；卧龙区司法局
想成立148普法宣传教育便民服务
中心，他捐助4万多……

梅园是南阳市中心城区的一个
游园。2001年，李相岑看到在园内
休闲的市民很多，但里面却很脏，便
主动找到有关部门，“认养”了这个
游园。为护理好梅园，一家人忙得
脚手不停。李相岑的妻子、妹妹每
天天不亮就到园内打扫卫生。

如今，李相岑家是一个四世同
堂共 19口人的大家庭。全家人经
常一起参加修补道路、清修护栏、
铲小广告等公益活动，就连 7岁的
小孙子也不甘落后。“老父亲今年
已经 87岁了，每逢有公益活动，他
都要积极参加。今年义务植树时，
老父亲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李相
岑说。

为了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慈善
事业，全家人都不吸烟，不喝酒，不
出去游玩。侄子李瑞营说：“叔叔带
领全家人一心向善，乐于奉献。大
家庭虽然清贫了点，但却一直和睦
而温馨，我们为此而自豪。”③4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卉）纳税人
来到郑州市金水区国税局八分局
办税大厅办理业务，平均等候时间
仅为 3分钟，比省局规定标准整整
缩短了 12 分钟；平均每笔业务办
理时间仅为 1.3分钟。在今年第三
方满意度调查中，八分局的纳税人
满意度稳步上升，实现纳税服务零
投诉。

这是金水区国税局着力提升一
线纳税服务质效的一个缩影。

金水区国税局下设八个税务分
局，管理的纳税人合计 14万余户。
该局持续加大对纳税服务的投入，
通过改善实体办税条件、推广网上
办税服务、开办自助办税厅等，切实
提升一线纳税服务质效，减轻了纳
税人负担。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八分局，管
理纳税人 3万余户。今年夏天，八
分局对服务大厅进行了标准化改
造，服务窗口达 16个，相当于省内
一个较大区局的窗口配备规模。条
件改善后的八分局办税效率大大提
高：以今年 11月为例，单月受理业
务 9888 件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2000件次。

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有效
分流实体厅的办税压力，金水区国

税局积极推进网上办税服务。该局
连续开展纳税人专题培训，通过微
信、电话、短信等多种渠道向纳税
人推介网厅服务，对不同类型的纳
税人申报等业务实行一对一有针
对性的辅导申报等。目前，八分局
的企业纳税人网上申报率达97%以
上，今年 1-11 月份网上用户数达
7495户。

自助办税可以更好地服务纳
税人，提高纳税服务效率。金水区
国税局在各分局服务大厅增设自
助服务终端，安排专门人员值守，
积极引导、帮助纳税人熟悉自助办
理业务流程，让纳税人体验到自助
办税的便利。如八分局自助厅投
入使用以来，2台增值税发票自助
机累计发放专普票 16895户次，发
票 54.58 万份，占同期发票发放量
的 55%；1台定额发票自助机累计
发放定额票 2200 户次，发票 1.48
万 本 ，占 同 期 定 额 票 发 放 量 的
91%。

改善服务质效使得金水区国
税局的纳税服务格局发生了明显
变化，在营改增攻坚战各场战役
中，该局实现了“开好票”“报好税”

“税负降”“管得住”等多项工作目
标。③5

来兰考发展 找对了地方
河南兰考同乐居跨境电商产业园总经理 郭伟

12月19日 星期一

科技农业是个宝
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耀宇

12月19日 星期一

全家19人都是“公益达人”

走进全国文明家庭

郑州市金水区国税局

着力提升一线纳税服务质效

（上接第一版）新建广场游园 5个、
街头绿地69处，新改建垃圾中转站
13个、水冲式公厕119座，更新设置
垃圾箱7800个，建设环城林带13.5
万米。为提高城市文明程度，还相继
开展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
家庭”“感动固始人物”“清洁家园”等
评选表彰和志愿者服务活动。

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表示：“城
市管理不仅仅要靓‘脸面’，更要暖

‘里子’，开展‘六城联创’不是要名
声，而是要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
全面提升豫皖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
的建设水平，让固始更具影响力、更
具竞争力、更具魅力。”

继固始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之后，今年
10月，该县荣登2016最美中国榜，
顺利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技
术评审。③4

郑汴一体化发展实施 10年成效

显著，省第十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推

进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加快郑新、郑

许、郑焦融合发展，建设组合型大都市

地区”。未来 5年，开封将借力省会、

呼应郑州、加快融入航空港，推进郑汴

一体化深度发展，努力建设组合型大

都市地区，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12月19日，濮阳县胡状镇炉里
村融创设施农业园区的菜农在采收西红
柿。该农业园区流转土地1050亩，种
植西红柿、彩椒、有机菜花等无公害蔬
菜，年产各类蔬菜3500多吨，带动100
余名农民就业增收。⑨7 赵少辉 摄

▼
12月 19日，游客在平顶山市

卫东区蒲城街道门楼张村大棚内采摘
草莓。据了解，随着卫东区种植的千
余亩有机草莓逐渐成熟，鲜果销往全
省各地。⑨6 古国凡 张译方 摄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新时代呼唤新发展，新起点孕育
新突破。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推
进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加快郑新、郑
许、郑焦融合发展，建设组合型大都市
地区”的战略决策，为开封未来五年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吉炳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切
实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
处，开封将借力省会、呼应郑州、加快
融入航空港，继续推进郑汴一体化深
度发展，努力建设组合型大都市地区。

继续推进深度对接。吉炳伟说，
郑汴一体化发展实施 10 年成效显
著。下一步将在两市初步实现“五同
城一共享”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市在
交通、产业等一系列功能服务上进行
深度对接。12月 5日，开封市四大班
子和相关市直部门负责同志专程赴郑
州，与郑州对接商讨推进郑汴一体化
深度发展的措施，提出了3个方面11
项对接事项，包括“五条通道建设、三
大产业对接、三大区域协作”。“五条通
道建设”，即郑开北通道、开港大道、郑
汴沿黄大道（S312）、G310南移项目、
郑汴地铁对接；“三大产业对接”，即郑

汴汽车产业对接、郑汴旅游业对接、郑
汴产学研对接；“三大区域协作”，即自
贸区郑汴两个片区协作发展、郑汴港

“金三角”协作发展、沿黄生态区域协
作发展。

加快融入航空港。吉炳伟表示，
开封市尉氏县境内有 65平方公里的
区域属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总体规划》，开封将做好航空港尉氏
片区基础设施配套、产业规划与布局
工作。目前，正在打通开封与港区的
直接通道，全面建设开港大道。同时，
积极谋划建设开港经济带，重点培育
发展高端制造和现代物流等产业。紧
紧依托航空港，在区域内设立综合保
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打造开封对外
开放平台，形成促进郑汴港“金三角”

协作发展的联动发展区。
协调共建自贸区。河南自贸区

三个片区，郑州开封各有其一，其中
开封片区初步功能定位是打造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区、国际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区和文创产业对外开放先行
区。在加快自贸区建设上，吉炳伟强
调将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及其他先
进地区可复制的改革创新经验，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
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
放创新，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交通
物流枢纽功能。同时，结合开封片区
特点，大力发展对外文化服务贸易，
进一步探索“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
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机制，建设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功能区，着力推动郑汴两
市在自贸区两个片区建设上功能互
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吉炳伟认为，科学高效的协调沟
通机制，是推进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
的基础保障，必须进一步完善郑汴两
市之间的郑汴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
度。推动制定《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
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明确推进
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的目标、任务、举
措和步骤等。③5 （图/王伟宾）

一把手访谈

切实推进郑汴一体化深度发展
——访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

（上接第一版）
企业是创新主体。该县始终把

高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培育
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总抓手，
积极引导本地企业与科研院所“联
姻结亲”，进一步加快产学研合作步
伐，促进科技与区域产业深度融
合。今年，该县还把科技创新奖励
资金从 300万元提高到 600万元，
助推企业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的主体。目前该县已建成
省级院士工作站 2家、博士后研发
基地 1家，市级以上工程技术和企

业研发中心 73家，130多家企业与
国内外 46所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

截至目前，以隆华节能、康耀电
子、鸿元轴承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企
业，争取重大科研项目资金总额达
1300多万元，撬动科研经费投入 5
亿多元，使孟津县连续多年荣获“全
国科技先进县”称号。今年前三个
季度，该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三项指标增速均位居洛阳市各
县（市）区前列。③4

固始 精细化管理增强百姓获得感

孟津 科技创新成经济发展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