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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黄帝故里

拜拜祖祖大大典典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石晓娜

今年 4月，是第 28个全国税收宣
传月。4月 1日，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
务局以“落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组建减税降费“党员
突击队”“宣传志愿队”“服务先锋队”，
来到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开展“面对面”减税降费政策培训会，
为企业送去减税降费“红包大礼”。

培训过程中，该局业务骨干详细
讲解了增值税、社会保险费等最新税
收减免政策和相关业务办理操作流
程，并就企业固定资产抵扣、留抵退税
等疑难问题进行解答，鼓励企业科学
开展税收筹划，帮助企业将税收优惠
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叶县税务局‘面对面’‘点对点’地
送政策到企业，充分释放了减税降费政
策红利，助力企业‘轻装前行’，为打造

‘中国尼龙城’增添了新动能。”平顶山尼
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李红民
说，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下，引导
企业强化管理、加大创新，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朝着“进入全球尼龙产业第一方
阵，打造千亿级尼龙航母”的目标挺进。

作为平顶山尼龙产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该集聚区目前打通了从煤炭到
工程塑料、化纤服装的产业链条，形成
全球最完整的中国大尼龙产业格局。
据了解，2018 年，该集聚区固定资产
抵扣增值税 32600 万元，落实增值税
留底退税政策退税 795 万元、高新技
术企业降低税率政策减免税收 4360
万元、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政策调减

应纳税所得额 5660万元、环保设备抵
减所得税政策调减2780万元。

得知今年能享受到减税降费的
“红包大礼”后，尼龙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盘算着：“今年公司预计减免税款
2亿元以上，借此可以购买先进设备、
扩大规模、提高员工福利。”

“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
的头等大事，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
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以税收宣
传月为契机，深入落实好增值税改革、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等改革措施，坚
决做到政策落实到位率、应享未享退
税率、辅导培训参与率、统计数据准确
率、督导检查覆盖率‘五个百分百’，确
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不断增强
纳税人和缴费人满意度和获得感。”该
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叶县税务局

减税降费助力尼龙航母“轻装前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郭鑫鑫

“今年国家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
费政策真是为我们企业送了个‘超级
大礼包’。”4月 8日，湛河区某餐饮业
纳税人王先生满眼笑意地告诉记者，

“这‘礼包’捧在手里，暖在心里，我们
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扩大经营了。”

在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
地的形势下，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
湛河区税务局从“优服务”着手，全覆
盖培训、滴灌式辅导、流程再优化，多
措并举保障减税降费红利真正落入纳
税人“口袋”。

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中，湛河区税
务局全方位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
导培训，以最新的小微企业惠普性税收

减免政策和相关业务如何办理为主要
内容，充分利用大厅公告栏、LED显示
屏、微信群等媒介，通过集体培训、上门
辅导、线上辅导等形式进行全覆盖宣
传，同时，制发宣传资料20000多份，确
保纳税人和缴费人对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应知尽知、应会尽会、应享尽享”。

为确保减税降费新政策精准落
地，该局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逐一摸排
减税降费户情况，针对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就降低增值税率、扩大增值税留
抵退税范围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等政
策进行详细解读。

市民张先生经营一家烟酒店，听
说今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起征点
将由月销售额 3万元提高到 10万元，
但对税收优惠政策怎么适用不太了
解。湛河区税务局主动上门服务，靠

前辅导，解答了他的疑难问题。
如何提高办税质效？该局在办税

服务厅设置了“减税降费咨询服务岗”
及“申报绿色通道”，减少办税环节，优
化办理流程；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预
约办税等制度，引导纳税人通过网上办
税、自助办税等渠道办理涉税业务，有
效改善了办税拥堵情况。此外，强化规
范导税服务，做好办税引导、资料预审、
自助辅导、解答咨询、窗口协调等工作。

“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
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但在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承受着巨
大的成本压力。下一步，我们将纵深
推进减税降费工作，强化督察督办，确
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让老百姓
真正享受到国家的红利。”该局主要负
责人说。

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

“上门问需”优服务 减税降费落实处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 7日，以
“以侨为‘桥’连通世界”为主题的侨
务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及出彩
河南项目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席会议并
致辞，副省长戴柏华出席。

孙守刚在致辞中对出席会议的
嘉宾表示欢迎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河南发展的广大侨胞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崭新平台，也
为中原腹地河南扩大对外开放搭建
了广阔舞台。广大侨胞遍布世界各
地，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纽
带和重要力量。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节点省份，河南敞开大门、
拥抱世界，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的热
情参与和鼎力支持。衷心希望广大
侨胞继续在项目合作、技术转移、科
技交流等方面发挥优势，帮助河南企
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人
文交流，推介传播中原文化，为中原
大地深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献计
出力。

孙守刚表示，欢迎新老朋友到河
南各地多走走、多看看，亲身体验古
老中原的风采神韵，共同分享新时代
河南的发展机遇，在中原更加出彩的
火热实践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③5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又是一年三月三，黄帝故里拜轩辕。
4月 7日上午，在融融春意中，己

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黄帝故
里景区隆重举行，近万名炎黄子孙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谒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祈愿和平和
睦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不知来，视诸往”。黄帝是“最早
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 5000 多年文
明的奠基者。追思黄帝伟业、传承始
祖宏志、凝聚复兴力量，每年举办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正是黄帝文化具有历
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生动体现。

嘉宾们的面孔、语言、经历虽不尽相
同，但一样庄重肃穆，一样激情澎湃，共同
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华夏儿女归宗图景。

今年第一次来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
主席郑功成有着这样的感触：“轩辕黄帝
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精神标识，‘三
月三，拜轩辕’，拜祖大典已经让这一天
成为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盛大节日，黄
帝文化、中原文化和祖根故地的新发展
传向了全球华人聚居的每一个地方。”

寻根、问祖、追梦，拜祖大典凝聚
起浓浓的家国情怀。澳洲河南同乡会
会长胡鲲鹏连续多年参加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今年他还专门带着近 40位澳
洲华人“组团”拜祖。胡鲲鹏说，拜祖
大典的举办有力增进了世界华人对祖
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汇聚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年大典
进一步彰显“爱国”主题和“国家”意识。
大典在迎亲仪式上进行创新，以《我和我
的祖国》为旋律，编排舞蹈，在百家姓广
场以巨幅国旗为文艺展演的一部分，把
大量的爱国元素融入典礼现场。

一个民族如何保存和重现精神记
忆？连年举办且不断与时俱进的拜祖大
典以其“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为全球华
人提供了一个“认同空间”，在强化民族记
忆、传承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期间，著名主
持人周涛也现身新郑，今年她主要担
纲主持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一年一度的拜祖大典增进着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更多炎黄子
孙不忘本来、开辟未来。”她说。

最近一段时间，河南老乡、奥运冠军
邓亚萍忙得不亦乐乎，参加拜祖大典并
作为优秀炎黄子孙代表在金色的祈福树
下悬挂祈福牌，受聘为黄帝文化推广大
使。她说：“同根、同祖、同源，拜祖大典
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个寻根机会，促进
了彼此间的理解交流，黄帝文化已成为

凝聚炎黄子孙共同情感的精神纽带。”
拜祖大典现场仅能容纳万余人，

而全球关注大典的华夏儿女数以亿万
计。今年拜祖大典更是采用了“5G+
4K”超高清电视直播、5G网络手机直
播、5G 音视频直播等技术手段，更多
的炎黄子孙同步参与、身临其境，让承
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黄帝文
化传播得更远、更广。

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唤醒了炎黄子孙的赤子心，掀起
了“海外同拜”热潮。在今年农历三月初
三之前，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尼等地
华人华侨华裔分别举办“同拜黄帝”活
动，延续“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主题，共尊中华传统礼制，礼拜人文始
祖，为中华民族祈福，为世界和平祈愿。

文化是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拜祖大典不仅是海内外华人的文
化盛事，同时也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
发展共赢的平台。大典期间及前后举
办的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新郑
市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经贸洽谈、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老家河南”文化活动周等一系列活
动，展现河南发展的新优势，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客商和嘉宾感受“出彩河南”
的魅力、共享合作发展的机遇。

一场盛事，汇聚浓情，万木争春；
一场大典，海内相携，百业丰茂。源于
根亲文化所带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拜祖大典所搭建的平台已成为河南发
展腾飞的契机，推动境内外信息、资
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加速集聚，为高
质量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让中原
更加出彩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作为河南的黄金文化品牌，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打造出了一张弘扬民族精
神、展示河南形象的靓丽名片。坚定文
化自信，以黄帝文化、根亲文化为纽带，
古老的中原大地正成为海内外中华儿
女聚焦的热土，升腾出无限的希望。

“天地之中，大河之南。先祖垂
宪，策勉今贤”。亿万中原人民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正以国家繁荣强盛为己任、以民
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奋力谱写中原出
彩新篇章。③4

侨务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及出彩河南项目对接会举行
孙守刚出席并致辞

黄帝文化之光辉映中原出彩路
———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综述

4月8日，“我和我的祖国”青春快闪活动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村小学激情上演，300名师生以青春
时尚方式，抒发爱国热情。⑨3 张兵波 摄校园“快闪”闪亮爱国心

（上接第一版）形成了空中、陆

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四路”

协同并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等“五区”联动发展的

开放新格局，中原大地已经成

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实现梦想

的乐园。

开放融通的大潮浩浩荡荡，

开放合作的舞台永不落幕。我

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

境、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公正

透明的法治环境、诚实守信的信

用环境，让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开放的步伐越走越快、开

放的环境越来越好，以更大的气

魄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敞开大

门恭迎四海宾朋，互融互通共享

时代机遇，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

来。

昔日的河南因开放而辉煌厚

重，今天的河南因开放而生机勃

勃，明天的河南定会因开放而更

加出彩。1

（上接第一版）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打
造了投资兴业和成就理想的沃土。
海外企业连续三年的踊跃参会，充分
展现了对河南经济发展美好前景的
信心。中国银行将进一步发挥全球
化、综合化优势，支持更多河南企业

“走出国门”，也支持更多外国企业
“走进中国”“走进河南”。

对接会上进行了现场签约，当天
共举办了878场“一对一”对接洽谈。

对接会前，陈润儿与刘连舸一行
进行了会谈。③4

（上接第一版）女性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
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新的起点上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谱写新时代
河南工作更加绚丽的新篇章，离不开
河南女性，也需要全球女性共同参
与。河南将敞开怀抱，实施更加积极
的政策、营造更加优越的环境、提供
更加便利的服务，为广大女性提供更
多机会，创造更好条件。欢迎广大女
性来河南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在新

时代河南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价
值、创造精彩人生、展现女性魅力。

论坛上，全国妇联副主席（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
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奥运
冠军邓亚萍等分别围绕“她文化”“她
消费”“运动让女性更美丽”等主题作
演讲。

论坛前，喻红秋会见了塔尼亚·罗
穆阿尔多、陈家慧、莉迪亚·坦吉萨金
鲍一行。③8

（上接第一版）把握河南发展机遇，谱写事业
发展新篇章。

主宾国嘉宾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副
国务秘书约·伊什特万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委
员会秘书长卡尼·尚素攀在开幕式上作了发
言。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博隆诺
夫·库巴特别克·埃厄尔奇耶维奇，奥地利前总
理、奥中商业协会董事会智囊顾问团主席克里
斯蒂安·克恩，韩国前总理、首尔大学前校长李
寿成和英国AJW集团、格瑞克集团董事长兰
迪普·格瑞沃也先后发言。

开幕式前，播放了《开放的河南欢迎您》
专题片。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巡视了
展馆。

出席开幕式的中外嘉宾还有：国家有关部
委、兄弟省区市的领导，15个兄弟省区市商务
代表团成员；来自 88个国家和地区的省部州
长、驻华大使和使馆官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
关领导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
强主持开幕式。

170多位国内外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
行业龙头企业高管，90余位境内外知名商协
会会长、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负责人；43位国内
外院士、大学校长、知名专家学者；境内外新
闻媒体记者；以及河南省各相关部门、各市县
负责同志，组委会邀请的各方面嘉宾等，共
1800余人出席开幕式。③5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本报讯（记者 刘勰 孙静）4月 8
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任正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黄强分别在郑州会见了前来参加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的部分嘉宾。

任正晓会见了越南海防市监察
厅厅长阮海平、外事厅厅长阮英尊一
行。

黄强会见了由香港特区政府投
资推广署华中投资推广总监张海梅
带领的参加投洽会国际化营商环境
郑州论坛的代表团一行。③4

又讯 4 月 8 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保存，副省长舒庆、徐光、
武国定，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等，分
别在郑州会见了前来参加第十三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中
外嘉宾。

王保存会见了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上议院副议长王国忠及企业
家代表团一行。

舒庆会见了英国驻武汉总领事
馆总领事霍加凯、英中贸易协会中国
区业务发展高级总监朱俊博等率领
的英国代表团一行。

徐光会见了中国国际货运代理
协会会长赵沪湘及豫港物流代表团
一行。

武国定会见了德国前国防部部
长、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鲁 道 夫·沙 尔 平 一
行。

钱国玉会见了韩国民主和平统
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金德龙、中国
韩国人会会长朴元愚率领的中国韩
国人会代表团一行。③4

（记者 谭勇 李林 陈辉 尹江勇）

省领导会见投洽会嘉宾

（上接第一版）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
委员会主席肯·斯密斯、全球CEO联
盟俱乐部主席塔瑞克·纳扎米分别
致辞。会上举行了河南省中国公民
签证申请受理便利化平台启动仪
式，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西
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作

了演讲，嘉宾们围绕“中原经济发展
新机遇与对外开放”开展对话，有关
方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亚
洲经济发展协会咨询专家委员会主
任、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中国民航总局原局长刘剑锋致闭幕
词。③8

2019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
贸易项目对接会举行

2019亚洲经济发展峰会举行

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
经济·她出彩合作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