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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记者 7月 5
日从郑州海关获悉，本月起，我国已
对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以及 8大类
共计 1449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进行
降税，最高降税幅度近95%。

据郑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税
率分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
税，已统一降至 15%；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汽车零
部件关税，已统一降至6%。

涉及降税的日用消费品税目最
多，包括食品、服装鞋帽、家具用品、
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
用品、医药健康等 8 大类 1449 个税
目，数量占到《进出口税则》中消费品
税目总数的 70%，平均税率由 15.7%
下降为 6.9%。其中，服装鞋帽、厨房
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
率由 15.9%降至 7.1%；洗衣机、冰箱
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降至 8%；养殖类、捕捞类水产
品和矿泉水等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
均税率从15.2%降至 6.9%；消费者普
遍较为关心的医药健康类消费品，平
均税率从 5.5%降至 0.3%，降幅近

95%。
“这是我国自 2015 年以来第五

次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且以
消费者日常‘热购’商品为主，降税范
围之广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郑州
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降税带来的利好，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为广大进口企业和消费者“省去
一大笔钱”。而成本的下降，也将带
动企业进一步扩大消费品进口，为消
费者带来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增强消
费者的幸福感。“关税的降低会带动
同一种消费品的国内外价格趋向一
致，这也让很多海淘者不必再远赴国
外购物，转而刺激带动国内的消费。”
该负责人说。

这种刺激带动作用已经显现。以
进口汽车为例，7月以来，郑州整车进
口口岸的进口量大幅增长，仅7月2日
当天，郑州海关驻东站办事处就为28
辆进口整车办理了相关业务，这也是
近两年来的单日最大进口申报量。“我
们的登记显示，近期还将有百余辆进
口整车会陆续申报。”该办事处工作人
员说。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7 月 5日，记者从中国一拖物流有限
公司获悉：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班列
近日鸣笛从中国一拖铁路编组站集
装箱场站驶出。这是继去年 11月 6
日洛阳中亚班列成功试运行以来开
行的第四列，也是今年洛阳开行的首
趟中亚货运班列。

本次班列装载货物包括机电设
备、轮胎、地板建材等，来自洛阳周边
及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班列从洛
阳出发，经霍尔果斯出境，终点站是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据了解，加快四大枢纽和铁路物
流基地建设，打造内联外通、功能完
备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洛阳
市“九大体系”60个重大专项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2017年 4月，涧西区、
中国一拖和中铁快运公司共同签约，
联手打造洛阳首个陆港多式联运物

流中心——一拖陆港多式联运物流
中心。该中心利用我省唯一的一家
企业国家二级铁路编组站——一拖
铁路编组站的优势，开通洛阳—中亚
地区国际集装箱班列、洛阳—青岛港
铁海联运国际集装箱班列，承接中欧
班列（郑州）洛阳甩挂点等业务，实现
与青岛港、天津港、连云港、郑州内陆
港、中铁快运等的对接、合作，完成铁
路内陆港到海港货运“一票制”服务。

中国一拖物流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在认真总结班列试运行
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持续加快场站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场站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秉承开放合作理念，主动内
引外联，不断扩大洛阳陆港多式联运
中心的影响力。”

据了解，此趟班列发出后，后续
还将连续开行多趟班列，目前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③4

俞作豫，1901 年生，广西北流
人。1918 年，他进入护法军桂系军
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军阀
的战争。1926年 7月，随国民革命军
第七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团长。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豫不满
国民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愤然脱离
旧军队，先后到上海、广州寻找共产
党。同年 10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
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
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俞作豫按党
中央指示，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
形势下，回到家乡广西北流坚持斗
争，先后担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县
委书记。其间，他利用自己和广西
省主席俞作柏是兄弟，和广西编遣
特派员李明瑞是表兄弟的特殊关
系，在军队和地方政府中任用共产
党员，发展党的组织，掌握了部分武
装的领导权。

不久，党中央派遣邓小平以及张
云逸等来到广西，组织力量准备武装
起义。邓小平化名邓斌，以省政府秘
书的公开身份掩护活动，与俞作柏、
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
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
事系统任职，以争取兵权。

当时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
队长，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队
长，这两个大队共有 6 个营 2000 余
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

明瑞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
由 张 云 逸 兼 任 总 队 长 ，学 员 共 达
1000多人，9个连的干部几乎全是共
产党员。党组织逐步掌握了军队领
导权，为实行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
伍。

1929年 12月和 1930年 2月，在
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
作豫等领导下，分别举行了百色起义
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
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中
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军、红八军
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
总指挥，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俞作
豫任红八军军长。

1930年 3月，敌人纠集大批军队
围攻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俞作豫率
领红八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
弹尽粮绝，突围中遭敌人围追堵截，
俞作豫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脱险，辗转
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1930年 8月 18日，因叛徒出卖，
俞作豫在深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
至广州。敌人对俞作豫软硬兼施，妄
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组织和红军的
情况。面对凶残的敌人，俞作豫坚贞
不屈，大义凛然。

1930年 9月 6日，俞作豫高呼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
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在广州
黄花岗英勇就义。

（据新华社南宁7月5日电）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右胳膊被截肢、双腿行动不便，曾
经的贫困户李健，在两个月前的村党
支部换届中，高票当选桐柏县埠江镇
付楼村党支部书记。

“简直跟做梦一样！”7月5日，已经
过去了两个月，李健对自己被选举为村
党支部书记的事儿还感觉有些“奇妙”。

今年48岁的李健，看起来比实际年
龄苍老得多。6年前，李健生活顺风顺
水。他是村里的电工，有一技之长，妻子
也勤劳能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2
年，在一次检查变压器的时候，脚底的梯
子一滑，致使他的右手不小心触碰到了高
压电，前后做了11次手术才保全了性命，
但右胳膊被截肢，双腿落下了残疾。

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因
为双腿上的伤难以痊愈，他几乎不能
走路，只能躺在床上。祸不单行，李健
的妻子付家六因脑出血导致偏瘫，而
家里还有孩子、从小因智障跟着自己
生活的弟弟和需要照顾的老父亲，一
个本来殷实的家庭，变成了贫困户。

“我不能眼瞅着这个家倒下去，我
得站起来。”2014年，李健咬着牙每天
坚持复健。经过近半年艰苦的康复训
练，能做一些劳动时，李健就借遍了亲
戚朋友筹到 30多万元资金，想通过种
植近百亩大葱翻身，没想到当年大葱
滞销，一次性赔了25万元。

就在李健几乎绝望的时候，埠江
镇党委书记王诗东与他结为帮扶对
子，村里的党员干部纷纷鼓励他、支持
他。儿子李珂的一句话更是让他热泪

盈眶：“爸，赔了没事儿，这说明你又重
新站起来了，能干事了！”

在大家的鼓励下，李健振奋精神，
四处去学习蔬菜、食用菌的种植技术。

经过两年时间的苦干，2016年，李
健大获丰收：靠着借款承租的 100 多
亩土地的收入，加上贫困户入股分红、
种粮补贴等收入，当年家庭纯收入达
13 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想真正脱贫，有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支持，还要自己努力奋斗。”李健说。

两个月前，村里新的“两委”班子
换届选举开始，村里的老党员们把目
光投向了李健。

“他敢想敢干、又吃得了苦，带头致
富的能力强，跟着他干，心里踏实。”村里
的党员干部商议后决定推举李健为新任
村党支部书记人选，最终他高票当选。

“全村共有430户 1853人，贫困户
42户 62人。”上任刚两个月，李健就谋
划了几件事：明年再种10万袋香菇，带
动100至 120户村民共同种植；引导帮
助 20至 30户村民建设 50亩左右的蔬
菜示范基地；经营好村头生产玩具的
扶贫车间，至少带动 40户村民就业增
收……“我要让村民户户有活干，家家
能致富，让‘付楼’变‘富楼’。”李健跟
村民许下了这样的承诺。③5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月起消费品关税大幅下调

买进口货要省钱了

洛阳今年中亚货运班列开行

俞作豫：凛然大义 热血长歌

脱贫户当上村支书

7月 5日，游客在小浪底水库观赏“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丽景观。当日，“2018中国（孟津）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丰
富多彩的活动和气势磅礴的调水调沙盛况交相辉映，为广大游客奉上一道旅游文化大餐。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黄河之水天上来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 月 3
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该局近日
联合省财政厅下发的《2018 年高产
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中明确，对我省集中连片 1000亩以
上的苜蓿种植基地，按照每亩 6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全省计划补助
面积 1.2 万亩，以此来提高牧草产业
化水平，助力奶业发展。

苜蓿以“牧草之王”著称，是奶牛
的最佳饲料之一。我省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四优四化”，
发展优质草畜，离不开优质牧草。今

年我省将以黄河滩区为重点，兼顾奶
牛主产区，优先扶持苜蓿生产企业。
鼓励苜蓿生产企业、农民饲草专业生
产合作社与奶牛养殖企业（场）、奶
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建立长期的合作
关系，促进苜蓿生产与奶牛养殖有
机结合，提高奶牛科学养殖水平。
对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的苜蓿种植
基地，按照每亩 600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全省计划补助面积 1.2 万亩，补
助内容包括推行苜蓿良种化、实行
标准化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升质
量水平等。③5

我省支持发展高产优质牧草

苜蓿每亩补贴600元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日，美国政府多次对世界贸易

组织表示不满，威胁要“退群”，宣称美

国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美

国吃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

“美国贸易吃亏论”，正在成为美方无

端发动贸易战的由头。一个当今世界

综合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竟堂而皇

之大讲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欺负、

吃了大亏，这实在是令世人大跌眼镜

的咄咄怪事。

吃不吃亏，要看规则谁制定。众所

周知，美国主导创立了二战后国际经

济、贸易、金融体制，并在此后几十年牢

牢掌控国际经贸规则的创设权和修订

权。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成立，从

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变

革，美国始终是国际经贸规则的缔造

者、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占据引领

地位。一位“裁判员”会制定一套“让自

己吃亏”的比赛规则，不管是谁，说破了

天恐怕也难以让人信服。在通过制定

规则维护自身优势方面，美国可是一刻

没闲着。近年来，美国通过频繁调整、

升级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维护核心竞

争力，为自身“量体裁衣”，制定更符合

美国利益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延续其

“先发优势”，确保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

终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进。

吃不吃亏，要看获利有多少。规

则制定者往往是最大受益者，对此感

受有多深，美国自己心知肚明。美国

成为二战后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并非偶然，其在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构

建过程中，恣意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

来的制度福利，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

不断提升、巩固其经济霸主地位，进而

成为多边经贸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最

大赢家。在经贸领域，美国是主要贸

易强国，去年货物贸易额 3.89 万亿美

元，服务贸易额 1.31 万亿美元，分别居

全球第二和第一位；在金融领域，美元

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62%，其特殊地位

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

界 收 取“ 铸 币 税 ”，获 得 巨 大 经 济 利

益；在能源领域，美国 2009 年成为全

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2013 年取代沙

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不仅如

此，美国资本在全世界“薅羊毛”，获

得丰厚回报；美国廉价进口大量发展

中国家的优质商品，提高民众福利；美

元被各国大量储备，为美国分担了通

胀风险；美国凭借全球领先技术，赚取

超额垄断利润；美国企业占据价值链

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坐享经济全球

化红利。一边端着全球化“饭碗”尽享

美味，一边大声嚷嚷多边贸易体制对

自己不公平，“吃亏论”彻底暴露了美

国一味谋求利益最大化、在国际交往

中占了大便宜还嫌不够的贪相。

退一万步说，即便美国在国际经

贸中确有不爽之处，那也要看看“亏”

到底吃到了谁的身上、跟美国过不去

的到底是别国还是美国自己。在一味

指责别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的同时，美

国严重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平贸易、

损害全球产业链的政策和行为比比皆

是，也正是这些政策和行为破坏了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市场

竞争方面，美国提供巨额补贴扶持产

业发展，造成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甚至

垄断格局；在对外采购方面，美国政府

设置大量歧视性条件，阻碍他国优质

产品向美国市场的自由流通，使他国

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贸易壁

垒方面，美国这边强调对他国贸易存

在巨额逆差，那边又实施严格的出口

管制；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滥用国家

安全概念，收紧投资审查，阻碍了要素

自由流动，损害了投资便利化；在知识

产权方面，美国是全球访问盗版站点

次数最多的国家，却长期无视自身知

识产权保护的漏洞。

联系到美国一段时间以来四面出

击、大打贸易战的现实做法，明眼人都

看得出来，所谓的“吃亏论”，远非打打

悲情牌、过过嘴瘾那么简单。美国“为

赋新词强说愁”背后是有大文章要做

的。说白了就是要制造所谓的理论依

据，为其贸易保护主义行径造势。

有诉求，想有所改变，这都无可厚

非 。 关 键 是 要 调 整 好 心 态 ，端 正 姿

态。自以为制造个“吃亏论”就能让子

虚乌有的问题变成现实存在，或漫天

要价甚至强行出手就能让他国俯首帖

耳，实在是过于天真。当今世界，国际

贸易讲究的是公平，强买强卖行不通

了。国际贸易规则是现成的，多边对

话平台也一直存在，任性挥舞贸易保

护大棒，搅得世界不安宁，美国自己也

难有好日子。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

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

的，也不符合历史潮流。国际贸易总

要接着做下去，这一点美国比谁都清

楚。“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 月 5日，
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农业农村部近
日公布了 2018 年度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名单，我省三门
峡市、鹤壁市、濮阳市和叶县、商丘市
睢阳区等 11个市、县（区）被确定为第
三批改革试点单位。至此，我省承担
国家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
务的市、县（区）已经扩大到18个。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
土地“三权分置”之后，又一项管长远、打

基础的重大改革。济源市作为全国第一
批29个试点之一，重点在发展农民股份
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
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六
项权能上进行探索。濮阳市华龙区作为
全国第二批100个试点单位之一，探索
推行“十五步工作法”，去年底为全区59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了农村经济组织
登记证书，率先完成试点任务，打造出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华龙模式”。

中央要求第三批试点单位，在2019

年10月底前完成试点任务，重点在开展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确认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推进经营性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
发展多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
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七个方面进行大胆
探索、总结经验，为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打基础、做示范。

如何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

长张道明说，首先要全面开展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把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
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以
及长期形成的债权债务查清查全，明
晰集体资产归属。总的时间要求是，
到2019年 6月底前全面完成。

目前，我省已召开了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工作会议，制定了实施方
案，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项工
作。截至5月底，全省已完成清产核资
的行政村有4000多个。③4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河南11个市县（区）成全国新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