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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群众生活有绿

“村庄里的绿色越来越多。”栾川县
三川镇柳子村村民郭海生说。和柳子
村一样，今年，栾川县将完成83个贫困
村绿化工作。除此之外，栾川县计划通
过三年时间，对全县所有村庄进一步进

行全面绿化提升，每个乡镇要建设一个
绿化示范村、样板村，全面引领该县村
庄绿化水平。同时，该县确定将潭头镇
拨云岭、大王庙、庙子镇庄子、陶湾镇常
湾、协心、三川镇柳子及秋扒乡小河等7
个村，作为县重点村进行打造，争取打
造成山区村庄绿化省级示范村。目前，
村庄绿化全面展开。

村庄美了，廊道也要绿起来，2019
年是该县廊道绿化清零年，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对基础设施已经定型的路
段，严格按照高速绿化宽度每侧 100
米，国道省道每侧50米，县乡道每侧30
米，村道每侧至少栽植一行乔木树种，
河道每侧 30米的建设标准，逐路段进
行自查，因地制宜，查漏补缺，切实做到
树有高度，林有厚度。目前，高速、国
道、省道补植工作已经结束，共计新栽
植雪松1.578万株，百日红、紫荆等花灌
木 11.6万株。新建乡村道路绿化里程

67公里，栽植女贞、白皮松、雪松、银杏、
白蜡等乔木树种4.1万株，石楠、樱花、
海棠、百日红、竹子等20余万种。

生态修复补绿

目前，栾川县生态修复补绿规划
设计及招投标工作已经结束，进入全
面施工阶段，该县对于闭库尾矿库、矿
山渣场、裸露山体进行恢复植被，按照

“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所在乡镇牵头
组织实施，对于有破坏主体的，按照

“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落实造林任
务和造林主体。

多管齐下植绿

今年，栾川要继续创建森林城市，
从县城区到乡镇按照 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标准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冬
季无绿、有绿无荫、有荫无景”的问题，
并做好城市小游园建设，真正让市民身

边增绿，提升群众的感知度和认同感。
届时，将新增游园面积5万余平方米。

群众的义务植树也是重要一项。
今春，栾川县开展了以“加快生态建设
步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主题的义
务植树活动，以建立县乡义务植树基
地、村庄绿化、廊道绿化、庭院绿化为
载体，采取县、乡、村、组、户五级联动
的方式进行。义务植树活动当天，全
县 3.671万人参与义务植树活动，栽植
雪松、白皮松、华山松、桂树、海棠、银
杏、樱花、白蜡、竹子等各类苗木 18.8
万株。截至目前，今春全民义务植树
超过60万株。

此外，栾川还推行国储林项目建
设，出台国储林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
流转、项目工程管理、资金管理等工作

的多项规范性文件，用于指导、规范项
目建设。目前，作业设计、土地流转、
工程招标、植树造林等各项工作交叉
进行、压茬推进，大规模植树造林已经
拉开序幕。2019年度将完成土地流转
30万亩以上，完成集约造林 1万亩，改
培1.28万亩，抚育24万亩。

党政主导共增绿

对国土绿化工作，栾川县实行党
政同责，县、乡（镇）均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层层签订目
标责任书，严格督查，奖优罚劣，奖惩
兑现，全县形成一盘棋，形成齐抓共管
局面。

在规划引领上，所有绿化项目建
设均采取有资质的单位先行规划，做

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高标准、高质
量、高规格推进，确保工程实效。

不断加大政策投入，该县县政府出
台了村庄绿化、廊道绿化、生态林、经济
林建设及土地流转等各项奖补政策，列
出专项资金用于国土绿化工作。对于村
庄绿化，达标村每个村奖补5万元，乡级
示范村每个村奖补10万元，县级示范村
每个村奖补约70万元；廊道绿化达标，
每公里、每行奖补5000元；生态林、经济
林根据栽植树种，每亩地奖补 300
元-1000元不等；土地流转按照等级每
亩每年800元、500元、300元标准予以
补贴；林地流转根据评估价格予以赎买。

注重质量保障，重点工程建设严
格招投标机制和监理机制，从造林整
地、苗木采购、栽植到后期管护，全程
督促监管，确保造林质量。苗木采购，
原则上以县内林农自育苗木为主，对
于确需外调苗木，严格“一签两证”，确
保苗木质量及安全。对于苗木规格，
造林采取一级壮苗，廊道及村庄绿化
乔木米径 5cm 以上，花灌木地径 3cm
以上，将高标准就是最大的节约贯穿
国土绿化各个项目之中。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洛阳市国土绿化巡礼⑦

全面推进国土绿化
持续扮靓青山绿水

栾川：2019 年，栾川县以“生

态美、百姓富、县域强”为目

标，深入推进高质量国土绿

化行动，今年，栾川将落实林

业生态建设任务 30万亩，其

中造林3.9万亩（含飞播造林

2万亩），改培 1.3万亩，森林

质量提升 24.8万亩，重点实

施村庄绿化、廊道绿化、退耕

还林等重点工程，持续扮靓

青山绿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白佳丽

减税降费

看浙江 望中原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有一座半圆形
坟墓，墓前竖一石碑，上面刻着 7 个大字：肖永智烈士之
墓。正值清明时节，许多市民自发来到这里为烈士扫墓，敬
献花圈，寄托哀思，缅怀英雄。

肖永智，1915年生于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肖湾村的
一个农民家庭，历任红三十一军宣传队队长，九十一师宣传
科长，三十一军民运科长，右路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红三
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
七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委员。

1926 年秋，肖永智的父母在鄂豫皖边区领导人吴焕
先、曹学楷等同志的发动下，秘密加入农民协会，肖永智积
极参加了儿童团。要求进步的他于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 8 月，肖永智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七七二团政
委，跟随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的部队翻越太行山，跨越京汉
线，进入鲁西南地区，与日寇展开激烈战斗。

“肖永智指挥作战灵活果断，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新
县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成传政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
事：1939年的一天夜晚，部队宿营在野猪岭的一个山村里，
突然遭到日寇包围。肖永智沉着冷静，毫不惊慌，从村子里
找来一些火药和鞭炮，装进几个汽油桶里，点火之后砰啪爆
响。肖永智布置十几名战士在村西佯装突围，吸引敌人主
力，然后集中全团火力攻打一处，胜利突出重围。

“在著名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潞王坟战斗中，肖
永智都表现出了英勇机智的战斗作风。”成传政说。1943
年春，冀南党委命肖永智带领一部分干部、战士奔赴卫河以
东，开辟临（清）、馆（陶）、堂（邑）根据地。他带队到达目的
地立即深入乡村，展开紧张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金秋
时节的敌后根据地一派丰收景象，一天中午，肖永智带着两
名同志串乡部署护秋措施，行至清平县陈官营时，突然遭到
日军的袭击。他们当即伏地还击，同敌人展开搏斗数小时，
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肖永智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一位和肖永智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在他牺牲时，曾
作过一首《悼永智》寄托哀思：“戎马沙场十三秋，铁蹄踏遍
半神州。英勇善战一将领，功勋卓著仍黑头。今日含笑为
雄鬼，九泉之下亦风流。”这首短短的小诗描绘出了肖永智
伟大光辉的一生。

为纪念肖永智不朽功绩，冀南党委作出决定，将清平县
改为永智县。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肖永智名列其中。

“新县走出了很多革命将士，在战争年代，他们英勇奋
战、为国捐躯。新县的干部群众经常自发组织缅怀从这里
走出的肖永智等革命先烈，追寻红色记忆，铭记党的奋斗历
史，传承革命精神。”成传政说。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4月 8日从省通信管理局获
悉，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建设，河南省防范打击通信信息诈
骗不良信用电话用户管理系统顺利上线运行，成为首个建
成投用的省级管理系统。

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强技术管网，有效
防范打击非法贩卡、倒卡等黑色产业链，建立电话用户信用
体系，从源头打击治理通信信息诈骗活动，去年11月，河南
省通信管理局创新思路，在全国率先启动省防范打击通信
信息诈骗不良信用电话用户管理系统建设，今年 3月圆满
完成系统建设任务，4月初正式上线运行。

据介绍，该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能：通过采集省、市公
安部门办理的涉嫌通信信息诈骗的案件相关数据，形成全
省通信信息诈骗电话用户不良信用库。对通信信息诈骗不
良信用电话用户实行分级动态管理，管理系统嵌入至省各
基础电信企业业务支撑系统，实现不良信用三级管理，数据
实时更新、共享联动。实现在线核验，用户在全省各基础电
信企业营业网点办理新入网业务时，须通过管理系统核验
不良信用记录情况，对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在生效期
内不予办理相关新入网业务。

该系统的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电话用户信用体系
建设，纵深推进防范打击通信信息诈骗工作，切实保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③4

□本报记者 樊霞

今年以来，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持续落地。本轮减税降费为什么被视为积
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体现？政策特点是
什么？将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对
此，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文
小才4月7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进行了解读。

“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现实背景下，
我国 2019 年开始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可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市场
主体活力，提振发展信心。”文小才说。

“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降费是积极财
政政策的两个重要政策工具，我国以前多
采用扩大财政支出达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的目的，而实质性减税降费是本轮积极财
政政策的主角。”文小才说。

文小才解释，减税降费更重要的意义
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收税收费会使社会资源脱离市场和企

业，进入政府部门，由政府进行配置，而政
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于市场。减税降费则
可以把资源尽可能地转到企业，由市场进
行更高效率的配置。

此次减税降费呈现了哪些特点？文小
才认为体现在五个方面：减免力度空前、受
惠覆盖面广、突出支持实体经济、减免方式
简单直接和政策落地快。

减免力度空前。今年以来，我省对小
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全面落实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制造业等企业
现行 16%的增值税税率降到 13%，将交通
运输业等行业现行 10%的增值税税率降
到 9%。同时相应减少以增值税为基数的
附加税费；5 月 1 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按照政府部门

的初步测算，减税政策今年预计为我省市
场主体减负744.2亿元，降费政策的实施预
计为河南省市场主体减负97亿元左右。那
么此次减税降费总额达到了841.2亿元，占
到了 2018年财政总收入的 14.32%。”文小
才说。

受惠覆盖面广。本轮推出减税降费措
施将不仅惠及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对适应
6%一档的税率的一些行业，采取加计扣除
的方式，让他们的税负只减不增；加上年初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
售额 3万元提升到 10万元，所有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都能得到优惠。

突出支持实体经济。此轮减税直面制
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负担重、利润率
低的难点和痛点，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

税税率，降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增
值税税率，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缴纳
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六税两费”
按 50%减征，出台支持改善民生和打好三
大攻坚战专项税收政策，体现了结构性减
税的政策导向。

减免方式更直接。此轮减税降费，采
取的是直接降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方式，
并且对小微企业实行普惠性的税费减免。
相对于以前常用的降低税基的减税方式，
这种方式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影响更强烈，
更能有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能更
加有效地引导和改善预期，效果也会更加
明显。

政策落地速度快。“从目前来看，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速度超乎预期，财政、税
务以及人社部门紧锣密鼓从线上、线下等
多方面保障政策宣传辅导全覆盖，对纳税
人开展政策培训和有针对性的操作培训，
政府让纳税人用好、用足减免政策的诚意
十足。”文小才说。③4

□本报浙江报道组

春风拂面、水清岸绿，一幢幢崭新的楼
房沿河而建，村民活动中心传来欢声笑
语……4 月 3 日，沿着宽阔整洁的村级公
路，走进德清县钟管镇沈家墩村，处处是生
机勃勃的景象。

“这里环境优美，比住在城里还舒服
呢！”60多岁的村民沈甫庆指着漂亮的别
墅，乐呵呵地说。

曾经的沈家墩村可不是这样的。过
去，村里 300 多户村民散居在 12 个聚居
点。“零星的小块土地无法用于规模化生
产，村集体经济收益也很低。”该村村委会
主任房荣良说。

2012年，浙江省开始进行土地综合整
治，沈家墩村迎来发展新机遇。以尊重村
民意愿、因地制宜为原则，村里启动了“和
美家园”建设，开始“全村集聚”，把村西南
部的 900亩地集中规划为村民住宅区。几
年时间，一栋栋粉墙黛瓦的联排别墅拔地

而起，90%以上的村民都住在了这里。
如何扮靓集聚后的住宅区？2016年，沈

家墩村开始创建美丽庭院。庭院里种花还是
种菜？村民当中存在争议。种花是美丽庭院
的发展方向，种菜则是农民的传统习惯。

村委会多次召集村民代表商议。“充分
了解民意后，我们尊重大家的意愿，又专门
划出来一个区域种菜，每户一分田。”房荣
良说，从那以后，村民开始在庭院里专心致
志种起了“风景”。

沈甫庆就是这时候搬进了新家。二层
洋房通透宽敞，农家小院鸟语花香，家里还
通上了天然气和地暖。“我们的小区很现
代，住着真不错！”沈甫庆说。

村干部梅豪炜告诉记者，住宅区建成后，
他们邀请专家对村庄布局作进一步设计规

划。梅豪炜拿起笔，在本子上给记者画起了
示意图：这一块是居民区，那一块是休闲区，
北边是种植养殖区，东边是村级工业园。通
过全村集聚、统一规划，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
的集约化水平，还促进了三产融合发展。

“打个比方，这就像我们装修新房时划
分的‘功能区’。”梅豪炜笑着说。

从住宅区走出来，向北直行不到50米，
便是村里的休闲区。2017年，随着沈家墩村
幸福邻里中心的成立，村民们也多了一个欢
聚的场所。走进幸福邻里中心，诊所、健身
房、亲子活动室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看病
不出村，学习有图书室，别提有多方便了！”在
幸福邻里中心活动的村民们啧啧称赞。

喜上眉梢的还有不少种植养殖大户。
在沈家墩村北部的种植养殖区内，记者见到

了龟鳖养殖场的主人姚阿三，他正在园区里
挥舞着铁锹栽种柿子树。去年起，村里把8
家养殖场串联在一起，结合果树栽种，打造3
公里长的农耕观光体验路线。原先土里土
气的养殖场，摇身一变成为亮丽的采摘旅游
景点，这让 73岁的姚阿三喜出望外：“日子
越来越有奔头了，欢迎大家都来观光游览！”

原来的居住格局打破后，如何管理成
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梅豪炜告诉记者，通
过分片选出“户长”，代替原来的组长，实行
户长分片管理机制。村里还充分发挥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实施“网格化”管理。

乡村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村里腾出了300
亩土地，吸引大型企业合作开发乡村旅游
项目，村集体及村民占股51%，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250万元，带动当地近百人就业。

全村集聚、规划经营、融合发展……小
村庄也有了“功能区”。“下一步，我们将在
此基础上，把美丽宜居的家乡打造得更加
精致！”房荣良说。③8

肖永智：智勇双全的抗日骁将

我省率先建成防范信息诈骗系统

小村庄也分“功能区”
——德清县钟管镇沈家墩村见闻

减税降费激发活力提振信心
——访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文小才

4月 8日，鄢陵建业绿色
基地智能联栋温室，工作人
员正在培育红掌。该基地占
地5000余亩，建成智能联栋
温室 6.5 万平方米，其温度、
湿度、光照均实现自动化控
制，年产盆花 80 万盆，切花
120 万支，为周边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近 2000 个。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花开别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