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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改革攻坚战打响后，新的
河南省税务局领导班子立下了庄严承诺。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河南省税务局
建立起“1＋9＋19＋9＋N＋1”的改革
组织体系，成立税务机构改革工作小
组，建立“联合党委会+工作小组例会+
改革办例会+联席协调会”的议事协调
机制，辅以“总台账+分台账+每周事项
清单+每日情况通报”的工作推进机制。

一系列制度、机制、组织的科学建
立和高效运转，让新的河南税务在改革
路上蹄疾步稳、乘风前行。2018年6月
15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正式
挂牌；7月 31日，河南省税务局举行落
实“三定”暂行规定仪式；8月 15日，河
南省税务局各派出机构正式挂牌，分设
24年的国税、地税在省局层面完全“合
二为一”，创造出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中的“河南速度”和“河南样板”。

家和：同心同向铸税魂

同心者，其利断金；同向者，其道
大光。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全

省 5.6万名税务干部拧成一股绳、力向
一处聚，进一家门、做一家人、讲一家
亲的“家和”氛围让“1+1>2”的改革效
应得以有效发挥。

为深入推进干部队伍融合，河南省
税务局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税收高
质量发展，把持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
为推进改革的“压舱石”。召开机构改
革专题民主生活会、“强党性、聚合力、
履职责、比奉献、晒业绩”组织生活会
300余次；组织先进典型在全省集中开
展31场“听党话 顾大局 讲奉献 守纪
律”巡回宣讲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身边
事，增强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81年参加税务工作的原省国税
局巡视办主任李运鹤，见证了国税地
税机构 1994年的分设和 2018年的重
合。面对改革大考，他以使命为先、大
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欣然提前从内

设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
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我是一名老党
员，就要服从组织决定、听从组织安
排；我是一名老税干，决不给组织添麻
烦，组织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改革中，全省税务系统2017名“正
转副”干部讲大局、讲党性、讲奉献，用
个人的“舍”换取改革的“得”、以个人的

“退”换取改革的“进”，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诠释了税务铁军的忠诚与奉献，用公
而忘私的精神引导了“事合、人合、力
合、心合”局面的迅速形成。

业兴：担当进取立潮头

“家和而后业兴”。全省税务系统
聚焦主责主业，改出了发展加速度、革
出了发展新活力，创出了河南税务的
新形象、新品牌。

组织税费收入、推进税制改革、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面对改革前后一个接一个的重任，河南
税务人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
各项任务，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骄人成绩。

事业发展的背后，是河南税务人
夙兴夜寐的付出和滚石上山的担当。
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凌晨，税务部门
常常灯火通明；有多少个合家团聚的
周末，税务人仍旧奋战在一线。

刚刚踏入 2019年，历经改革洗礼
的新税务就迎来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的“期中考”，全省税务干部兵不
卸甲、马不解鞍，迅速投入减税降费的
主战场。今年3月份，经历了长达一年
高强度省局改革办工作的王建峰，接到
了新的任务——到新成立的减税办工
作。从 2018 年压力最大的改革办到
2019年工作最多的减税办，王建峰没
有丝毫犹豫，“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

心尽力当好一颗‘小螺丝钉’。”顾不上
长期劳累的病痛，隐忍着对家人的思念
和愧疚，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高质量
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正是无数颗“小螺
丝钉”的精准运转，减税降费的利好才
能顺利送达群众和企业的手中。

政通：春风化雨助发展

改革的得失成败、评价高低，人民
群众是最终的“阅卷人”和“评分者”。
一年来，河南省税务局始终坚持“服务
先行”，全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将改
革红利和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到位。

全省 641个办税服务厅全部实现
“一厅通办”，130项办税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即可办成；增加25项省域通
办事项，90%以上涉税事项实现网上
通办。在办税服务方面，通过改革后
的简政提速，大大降低了办税缴费成

本 ，较 机 构 合 并 前 ，报 送 资 料 减 少
25.84%，税收业务即办率提升 7.44%，
流转业务平均办结时限压缩50%。

个人所得税改革圆满落地、小微
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成效显著、深化
增值税改革顺利启动、降低社保费费
率有效实施。面对力度空前的减税降
费政策，河南税务开展减税降费应享
尽享攻坚行动，多渠道强化政策宣传，
开展三轮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活
动，辅导企业114.87万户，帮助税费缴
纳人懂政策、会操作、快享惠。

谈到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时，洛阳
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萍
用三个“更”进行了总结：“从报两次税
到报一次税，税务局兑现了‘让纳税人
最多跑一次’的承诺，效率更高了；从

‘请进来’到‘走进来’，税务局主动走
进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心纳
税辅导，把减税降费大礼包明明白白
送进来，服务体验更佳了；减税降费政
策力度不断加码，为企业减负，让我们
更好地轻装上阵，营商环境更优了。”

改革铸铁军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月 12日，
世界知名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机构世
邦魏理仕（CBRE）落户河南自贸试验
区郑州片区并正式开业。至此，世邦
魏理仕已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
全国10个城市设立办公室。

在中国商业地产领域，世邦魏理
仕、戴德梁行、高力国际、第一太平戴
维斯和仲量联行，并称房地产咨询领
域国际五大行。具体到郑州市场，除
了世邦魏理仕和戴德梁行已经落子分
公司，其他三家则以业务先行的方式
对郑州市场展开布局。

世邦魏理仕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位列美国财富 500强
第 146位，业务涉及为地产业主、投资
者及承租者提供物业租售的战略顾问
及实施、企业服务、物业/设施及项目
管理、按揭融资、评估与估值、开发服
务、投资管理、研究与策略顾问等。

此次世邦魏理仕落户郑东新区，
将为河南自贸试验区和郑州市引入
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城市发展理念，也
将为河南本地优质企业接轨国际投
资贸易规则、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提供
有力服务支撑。③9

又一全球行业巨头来了
世邦魏理仕落户郑州

——太行山生态修复系列报道太行山生态修复系列报道 之二

(上接第一版）
从林海公园向东北 220 公里，就

是淇县黄洞乡鱼泉村。96岁的造林
模范、老烈属靳月英就住在这儿。

这两年，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上
到东边坡上走走，摸摸自己当年亲手
栽种的树，再看看远处山坡越来越浓
的绿。“如今老咯，上不去了。”靳月英
感慨。

61 岁开始种树，那时候，她可不
服老。别人都说荒山秃岭种树难，老
人却说：“还能比抗日打鬼子难吗？”

种树要先挖坑，可山上土薄。她
先把乱石刨松，撬石块码成围堰，背着
箩筐从石缝里抠土，再一把把填进坑。

坑好就要备苗，可没现成的。她
把家里仅有的猪娃卖掉，换来 200多
棵侧柏苗。

小树苗要“喝水”，可天不下雨。
她就迈着小脚，从山下水库挑水往山
上担，一趟挑两桶，30多公斤。有一
次把腿摔断了，差点回不来。

那些年，她在山上一待就是一
天。到了中午，喝几口葫芦里灌的白
开水，就几口冷馒头，填饱肚子接着
干。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群
人。靳月英义务种树10年后，13个村
民自发跟老人一起种，他们组成“靳月
英八一造林队”，辟开 8架山 19面坡，
开发出 110多公顷山地，种下了 23.2
万株树。

韧劲足，不畏难，不服输，这是太
行造林人共同的秉性。

林州“女包工头”郭变花，只因对
家乡的一份情，割舍城市繁华，脱掉高
跟鞋，穿上解放鞋，包下 5000多亩山
林，一干就是五年；

焦作人璩正茂带领老伴、儿媳开
荒种树，他以山为家，以林为业，14年
如一日，用残疾之躯给后人留下一片
绿荫；

辉县“老书记”郑永和，离休后来
到平岭村，带领群众一道开山造林，栽
种果树2.4万多株，愣是把一个峦壑纵
横、土薄石厚的小山村，打造成如今农
家乐扎堆的旅游点。

……
这些新时代的太行愚公，以蚂蚁

啃骨头的韧劲儿，一镢一镐，硬是在荒
凉的大山上，在瘠薄的坡地上，一点点
绣出绿色，绣出希望。

众志成城染绿

复绿太行，非一人之力、一日之
功。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更需
要万众一心的团结协作。

5月 17日，从淇县县城向西北而
行，进入云梦山。两旁青山如黛，好似
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画卷。

上世纪 90年代初，太行山绿化工
程在我省全面铺开，一场有组织、大规
模的绿色战役就在这里打响。

侧柏林中矗立着一块石碑，记录
着淇县人民 1995 年“十万大军战太
行”，开展荒山造林大会战的过程。

“当年，千军万马战太行，凿出了
人工天河红旗渠；今天，咱们十万大军
进太行，不信绿不了荒山！”1995年春
天，一场全党动员、全民参战的灭荒行

动在全县展开。
山上红旗招展，镐锨铿锵动地；山

下车水马龙，人们扛树奔走。“造林高
峰期，全县 20万人一半儿都在山上，
满山遍野都是挖坑栽树的人……”淇
县自然资源局防火办主任秦红升是当
时的供水队队长，他对这一幕印象深
刻。

县直 80多个单位、近 1.6 万干部
职工，每人分包半亩荒山、80个树坑，
任务不完成不下山。城镇支援农村，
干部支援农民，平原支援山区，乡乡有
战场，村村有工程，户户有任务，人人
有责任。

淇县人民大干两春秋，造林 20万
亩。

太行复绿，各地困难不一，方法各
异。林州深山区人上不去，就靠飞播
造林；济源“困难地”较多，政府就增加
投入；焦作龙翔山人畜毁林严重，那就
封山育林……咬定青山不放松，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升腾起一茬又一茬绿色的
希望。

2000年以前，新乡一带的浅山丘
陵区，因矿产资源丰富，号称“宝地”，
石料厂、白灰窑、水泥厂一个挨一个。
凤泉区凤凰山上，各种采矿企业多达
50余家，个体采矿户180家。

“腰包鼓了，环境坏了。”无节制的
掠夺，造成的是环境持续恶化，群众颇
有怨言。凤泉人夸张地自嘲，“睡觉盖
着脸，吃饭盖着碗，一人一年吃块儿预
制板”。

2002 年，新乡市委、市政府痛下
决心，壮士断腕，关停 50多家采石企
业，拆掉 10多套水泥烧制设备，全面
开展凤凰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人们抡起手中的镐，从挖山变成
挖坑；开矿机、破碎机开走，运土车、水
罐车驶来；戴着安全帽的矿工走了，扛
着树苗的干部来了；国土、规划、环保、
建设、农林水等部门通力协作，联动督
察……

“当时财政力量不足，我们就政府
投点儿、群众捐点儿，有的还以工代
资，很多市民义务种树，大伙儿积极性
都很高。”凤凰山森林矿山公园管理局
局长刘贵宾说，截至目前，公园已累计
投资2.6亿元，完成植树660万株。下

一步还要通过矿山修复、生态复绿，引
水上山、搭建水系，实现山水重构。

如今的凤凰山，青树翠蔓，参差披
拂，处处迸发着生机……

这些新时代的太行愚公，发扬团
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在巍峨的大山上，造
出片片森林，染绿座座荒山。

锐意创新扩绿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提
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坚定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把国土绿化、生
态保护、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人民群众
切实享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实惠，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观念深入人心。

太行山河南段的绿色攻坚，迎来
新机遇，踏上新征程。

5月 16日，林州市合涧镇泽林生
态园里，串串红中透紫的桑葚高挂枝
头，等待游客采摘。

园主申长运，今年 29岁。7年前
他包下这片1500亩的荒坡时，还是个
种树“门外汉”。

“打游戏还有攻略，没技术可以找
专家。”从此，他成了中国农科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的常客。

在专家的指导下，荒坡上种树的
难题被一一攻克：

先把石头从坡上挖开，再把挖出
来的石头全部用大型机械破碎，堆砌
成梯田，达到水土保持效果；从别处运
来优质土壤回填，再用秸秆、农家肥、
有机复合肥作为底肥回填树坑，最后
种上树。

深挖掘、锤破石、石上岸，荒山变
梯田，梯田变果园。

如今，小申又有了新目标。他在
生态园里建起“生态宾馆”，期待与更
多人一起分享绿色的收获……

像小申这样“爱绿”“植绿”“护绿”
的人越来越多，太行山生态修复和治
理也日益走向标准化、工程化、专业化
和社会化，社会资金不断涌入，新理
念、新技术广泛应用，为复绿太行注入
新的强大动力。

平缓的坡面上，黄黄绿绿的黑麦
草长得正旺，喷水车洒下的水花中，一
道浅浅的彩虹隐约浮现……这是 5月

20日，记者在河南孟电集团采石矿区
看到的情景。他们正在打一场矿山生
态修复战。

孟电所在的采石矿区已有 40年
开采历史。“这里岩石裸露，生态脆弱，
植被恢复很困难，老办法不管用了。”
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海涛说，
他们找到了一种专利技术——“团粒
喷播技术”，能把混有绿化种子、肥料
的“土壤培养基”喷播在山体上，快速
形成绿色植被群落。

自 2018 年矿山治理工作开展以
来，孟电已投入资金近 1亿元，在老采
面、老矿坑上覆土种草700多亩，垒砌
石岸 6500 多米，清理边坡碎石约 70
万吨，种植爬山虎 3.5万棵，架设输水
管道 13.5公里，裸露山体得到初步绿
化。

5月 22日，行走于焦作市北部山
区，无边的绿意已洒满沟沟壑壑，沿途
不时出现高大的石碑。

“这是北山保护区特有的界碑。”
焦作市林业局副调研员王西平说，两
年前，《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正式实施，将北部山区800多平方
公里，划分成一、二、三类保护区，并设
下227块界碑。

这部条例是焦作市获得立法权后
制定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也是焦作为
保护和改善北山生态环境专门设立的
法规。

北山原是焦作人民心中之痛。曾
经的粗放式开发，使这里深受其害，矿
产资源临近枯竭，山体千疮百孔。粉
尘飞扬、车辆抛撒等二次污染，成为焦
作的严重污染源之一。经过 2012年
以来的大规模治理，千疮百孔的北山
逐渐变成绿水青山。

为大山立法，让青山永驻。王西
平说：“《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保护
北山治理来之不易的成果，使良好生
态更长久地造福群众。”

从挖山毁林到覆土种树，从靠山
吃山到养树护山，从征服自然到顺应
自然，太行山经历着由黄到绿的神奇
转换，太行儿女再次谱写出新的“移
山”传奇。

5月 23日，在位于王屋山脚下的
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记者极目远
眺，大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似在讲
述当年愚公移山的动人传说。不远
处，年幼的学生穿上古装，扛起镐头和
铁锹，推上小推车，叩石垦壤……

山还是那样的险峻，但是不畏难
险、勇往直前的愚公后人们，正描绘着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时代画卷。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
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
居……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风过山林，涛声阵阵，孩子们的吟
诵声久久回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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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济源城郊的太行林海。 本
报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
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并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的交换。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热恩别科夫在阿拉尔恰

国宾馆会议中心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
隆重欢迎仪式。

六月的比什凯克，阳光明媚，碧空

如洗。
习近平乘车抵达广场时，受到热

恩别科夫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
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
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候：
战士们好！仪仗队员用吉尔吉斯语回
答：欢迎您！习近平同热恩别科夫共
同观看了分列式。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林州市合涧镇泽林生态园园主申长运（右）把千亩荒坡变果园。⑨3 杨之甜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6 月 13日上
午，记者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时限压缩至 120 个工作日以
内；到今年年底，将全力减至 100个工
作日以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次改革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全
流程全覆盖”。“全流程”，指的是在审
批流程上，改革涵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全过程，从项目立项到用地批复、工
程建设规划、施工许可，一直到竣工验
收和水、电、气、暖、热力、通信等公共
设施接入服务；“全覆盖”，一方面指的
是在工程项目类别上，覆盖房屋建筑

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除了特殊工
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
程以外，都要纳入改革范围，另一方面
指的是在办理事项上，既覆盖行政许
可等审批事项，也包括技术审查、中介
服务、市政公用服务以及备案等其他
类型事项。

据介绍，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很广，我
省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着力做到统一
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
批体系、统一监管方式的“四统一”，最
终通过“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一
个系统”实施统一管理、“一个窗口”提
供综合服务、“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
料、“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③4

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再提速
今年年底将压减至100个工作日以内

□本报记者 曹萍

6月 14日是第 16个“世界献血者
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安全血
液 ”。 2018 年 ，全 省 无 偿 献 血 达
116.59万人次，采集全血415.52吨，采
集血小板 15.73万单位，居全国前列。
自去年 4月份取消互助献血以来，我
省采血量平稳增加，实现临床用血全
部来自公民无偿献血。

捐献热血，挽救生命，如今有越来
越多人加入到了爱心队伍中来。据
悉，我省团队无偿献血占40%，街头献
血占 60%，有 201 位献血者献血达
100次以上，其中 12位达到 200次以
上，还涌现出了一家三口都达到 100
次以上的“百次家庭”。洛阳的李艮
桥、李峰父子因无偿献血荣登今年 5
月份中国好人榜，他们的血型都是罕
见的“ 熊猫血”Rh 阴性 A 型血，从
2008 年至今累计捐献 6000 毫升鲜
血，被亲切地称为“熊猫侠”。

无偿献血不仅是对他人的爱心，
献血者及其亲属也能享受到用血报
销。“无偿献血者献血量累计满 1000
毫升以上的，终生可以免费享用所需

要的血量；献血者的配偶、双方父母、
子女及其配偶等家庭成员可以按照献
血量等量免费用血。”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招募办用血偿还组组长赵
虹介绍，无论你在全省哪个地方参与
无偿献血，都可在输血所在地血液中
心报销，下一步将推广更多医院直接
报销。

一人献百次，不如百人献一次，更
多人的参与，才能挽救更多生命。
2018 年，省文明办将无偿献血纳入
《河南省文明单位（标兵）测评体系
（2018年版）》，还建立了“河南省无偿
献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卫健
委、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促
进无偿献血工作的开展。

纵观全国，某些省市提出了一些
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惠政策，比如免
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医疗机构
就诊免交门诊费等，我省在这方面目
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文件规定。“一些
地市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洛阳、平顶
山的无偿献血者可以免费游览当地景
区，全省也会根据未来《献血法》修订
情况，出台符合我省情况的实施办
法。”省卫健委医政处杨继峰说。③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

无偿献血1000毫升
可终生免费用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