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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11 月 8日上午，到了孤寡老人曹
岭全家里后，蒋东村“巾帼文明”志愿
服务队的十多名志愿者忙活起来，有
的拿起扫帚扫院子，有的拿着铁锹除
草，有的端来热水、拿着理发工具给老
人剪发。

“头发还不算太长，但是洗一洗、理
一理，可舒坦！”78岁的曹岭全说，“我无
儿无女，老了，生活不愁不说，志愿者还
隔三岔五到家里看我，真享福。”

“叔，该享的福还在后头哩！”志愿
者刘丽红接过话茬。小院里的笑声飘
出老远。

蒋东村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永兴街道。全村 2630口人，组建了
“党员先锋”“巾帼文明”“理论宣讲”“文
艺宣传”“环境维护”“卫生健康”“农业技
术”“产业发展”等8支志愿服务队。

“8支队伍，8面旗帜，今天这个上
了街，明天那个入了户。旗帜在哪里，
文明新风就带到哪里。”59岁的蒋东村
党支部委员李银娥说，“在乡村就是这
样，一带十，十带百，志愿者越来越多，
村里的文明新风就起来了！”

走进蒋东村，一排排房屋规划有
序，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
前有鲜花、有绿篱，墙上的“百善孝为
先”主题画作，散发着文明和谐的气息。

“过去的蒋东村，垃圾‘随风吹’，
蚊蝇‘嗡嗡飞’，进出村的大路一下雨
就是‘泥水路’。如今俺村变得这么

美，离不开党支部领得好，也离不开志
愿服务搞得好！”41岁的志愿者郭红喜
说，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有些路段
的排水沟不适宜使用机械封沟，“党员
先锋”志愿服务队队员就响应号召，拿
起铁锹，一锹一锹将排水沟封起来；栽
种石楠的时候，全体志愿者齐动手，一
棵一棵种满房前屋后，“仅此两项，节
省人工费近10万元。”

“俺村的 8支志愿服务队，都纳入
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管理。”蒋东村
党支部书记刘新成说，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这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
众的重要阵地，让志愿服务活动有了
依托；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树
新风、淳民风、正村风，也让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有了很好的抓手。

为啥蒋东村的父老乡亲都热衷志
愿服务？

“关键在于村党支部给父老乡亲
办实事，让大伙儿信服！”志愿者聂小
敏说，这几年，蒋东村村民所急所盼的
事情，一件件落了地：家家户户用上了
自来水，新建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教
学楼，修缮了村内主干道、安上了路
灯，群众出行方便了，心里更亮堂了。

57岁的村民赵书田说：“眼看着村
庄越变越美，谁不愿意为家园建设‘添
砖加瓦’？”

“蒋东村的志愿者人数，2017年是
35人，如今发展到187人。”刘新成说，

“今后我们还要创新手段和方法，壮大
队伍，开展更多的志愿服务活动，让文
明乡风‘滋润’乡村。”③8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近日，记者从安
阳市相关部门获悉，中国民用航空局
于日前公布首批 13个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安阳市名列
其中，成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试验区。这标志着该市
迈入全国无人机运行管理领域第一
梯队。入选的城市还有北京、上海、
天津、南京、杭州、沈阳等。

安阳市经过 4 年多的建设与发
展，无人机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聚态
势。为推进试验区建设，安阳市政府
与中信海直、中国联通合作，实施“安
阳5G泛在低空无人机管控云平台”项
目，与国家空域技术重点实验室签订
了《5G空域技术研究验证战略合作协
议》，出台《安阳市打造全国无人机创
新应用之都加速无人机产业发展意
见》，先后实施了无人机城市综合管

理、5G泛在低空测试基地、5G无人机
管控云平台等重大项目。

目前，安阳市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单一覆盖 5G—SA对空专网，覆盖了
1200平方公里的 3000米以下空域；
打造了全国首个5G无人机管控云平
台，实现了通过 5G技术对无人机进
行管控、数据传输，在5G无人机这个
前沿科技领域中走在全国前列。中
国联通的 5G网络建设及运营优势、
技术研发优势，中信海直空域管控及
飞行运营优势将在安阳实现有机结
合，探索出包括无人机空中巡查等城
市应用场景下适合无人驾驶航空应
用的路径和管控模式。

据了解，该市此次入选的是“城
市场景运行试验区”，即在人口密集
区超视距场景下，探索无人机常态化
城市巡查、泛低空5G技术应用、无人
机智能实时管控。③8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共话牛事，共兴牛业！11月 5日
至6日，第十五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在
驻马店泌阳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 500余人聚会泌
阳，观摩学习当地夏南牛产业、研讨我
国牛产业发展问题，还就当地牛产业
发展重点科技、招商项目进行合作，21
个签约项目合同总投资额近80亿元。

什么样的魔力让一个全国性行业
盛会选在豫南一座县城召开？为啥各
界参会“牛人”看好驻马店？

全国性大会为何选在泌阳县

“泌阳是中国第一牛——夏南牛
的诞生地。”

11月 5日，河南省夏南牛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祁兴磊带领参会代表
观摩夏南牛核心育种场，介绍夏南牛
的诞生过程。

上世纪 8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黄牛由役用转向肉用成为时代发
展大势。作为南阳黄牛主产区的泌阳，
是首批黄牛人工授精推广试点县，通过

“夏南牛之父”祁兴磊等科技人员21年
的潜心钻研，终于在 2007年培育出了
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

“夏南牛以法国夏洛来牛为父本，
以南阳牛为母本杂交而来。”祁兴磊介
绍，杂交育成的夏南牛是我国第一个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肉牛
新品种，实现了从“役用牛”到“肉用
牛”的跨越发展，在中国肉牛育种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依托夏南牛诞生地优势，泌阳县
大力发展夏南牛产业，主持制定了夏
南牛国家标准，成立的夏南牛科技开
发公司获得国家核心育种场资格。经
过 13年的发展，当地已构建起集科研
开发、种源供应、种群扩繁、规模养殖、
屠宰加工、商贸物流、国际贸易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条。2019年，该县夏南牛

产业全口径收入达 120 亿元，真正成
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

各界“牛人”为啥看好驻马店

透过泌阳夏南牛的庞大产业集
群，与会代表看到了驻马店的广阔发
展前景。

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驻马店有着发展农牧业
的天然地理优势。粮食年总产量达
160亿斤，正阳、平舆、泌阳分别是全国
花生、白芝麻、香菇生产大县，故而该
市有“中原粮仓”之称。

不仅“粮袋子”鼓鼓，“菜篮子”跟
“肉盘子”也满满。驻马店市是中部最
大生态羊育肥基地、全省第一生猪生
产大市，下辖九县均为全省畜牧大县，
全市猪、牛、禽、羊存出栏量则分别居
全省第1、2、3、4位。

不但体量大，而且品牌优。目前
该市以重庆恒都集团为龙头，建设肉

牛（夏南牛）屠宰加工产业集群；依托
君乐宝、花花牛、伊利集团等龙头企
业，实施中部奶业振兴行动；以确山、
汝南、西平为主，加快优质生猪生产基
地建设。

代表们参观泌阳夏南牛产业链
条，惊叹于成熟的现代畜牧业场景：种
养结合的现代化养殖，粪污资源化循
环利用的绿色路径，利用物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对畜牧生产、加工、
流通等环节进行信息化监管，还有各
大电商的品牌销售……

“加快畜牧业发展是驻马店的重
大战略任务，以规模化、标准化、绿色
化、智慧化、融合化、品牌化‘六化’为
引领，全市将稳步推进传统畜牧业向
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驻马店市委书
记陈星在论坛上表示，大会是加强区
域交流合作的契机，驻马店将与先进
地区充分交流学习，进一步培育更多
知名畜牧品牌，发展现代畜牧业，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贡献力量。③5

这个村有8支志愿服务队

观摩牛业、研讨“牛事”、签约“牛项目”近80亿元

各界“牛人”看好驻马店

安阳入选国家首批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11月 8日，汝阳县三屯镇以稻田为舞台，举办“独稻三屯 汝此幸福”首届稻田音乐节。该镇东保村在风景秀丽的铁顶山下种
植1000亩富硒旱稻，充分利用农业特色产业稻田，实施“农业+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步伐。⑨3 康红军 摄

焦作市税务局

“重树亮作”促融合 特色品牌“结硕果”
□姬姣姣 郭君宇

101个党支部品牌根深叶茂、160
个党小组名片熠熠生辉、今年全市累
计新增减税降费14.50亿元、利用数据
信 息 帮 助 纳 税 人 完 成 交 易 金 额
8594.74万元、推行“银税贷”帮助企业
取得信用贷款12.5亿元……这串数字
的背后，是焦作市税务局党委创新党
建特色品牌，全力推进党建业务之融
合，国税地税之四合而努力的成果。

近年来，焦作市税务局党委深耕基
层、厚植基础，探索出一条“党委重引
领、支部树品牌、小组亮名片、党员作表
率”(以下简称“重树亮作”）的新路子，
为税务工作凝心铸魄、强基蓄力，以新
担当新作为新成效擦亮党建特色品牌。

扛起应尽之责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
严治党以来，对加强党的建设要求日

逾提高，对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日逾重视。税
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抓好党建是
最大的政绩，也是最大的责任。

任务，刻不容缓。
焦作税务机构改革涉及两个系

统，三个层级，数百个机构，几千名干
部职工，10余万纳税人和近 300万缴
费人，同时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
普惠性政策、增值税改革等多项税制
改革任务叠加，规模力度之大、涉及范
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

改革，迫在眉睫。
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税务机关

党建工作和税收业务双融合、双促进，
为税收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坚强
有力的政治保障，已成为重要和紧迫
的课题。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有
党委真重视、敢担当，做好顶层设计，
支部才能真行动、打硬仗。”焦作市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秦基选说。

2019 年 7 月 1 日，焦作市税务局
党委创造性地提出开展“重树亮作”活
动，通过“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四个层面的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
设，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 45 个党支部实地看、开展
240余次大讨论、查资料、建标准……
四个月的时间，焦作市税务局工作专
班的同志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税务
系统上下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焕
发出的勃勃生机，感受着层层压实党
建工作责任打通“最后一公里”给基层
带来的澎湃动力。

点燃创新之火

“‘新冠肺炎疫情’很冰冷，但‘减
税降费’很暖心，‘担当型小郎中’的贴
心服务为我们公司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为我们疫情之后快速复苏提供了

强大的动能。”11月 5日，焦作云台山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说。

纳税人提到的“担当型小郎中”是
修武县税务局第四党支部的工作方
法，也是该党支部的支部品牌。

“支部树品牌”是焦作市税务局党
委通过“重树亮作”系统化推进党建业
务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各党
支部要树立一面旗帜，在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的基础上，立足工作实际，通过

“树品牌”指明工作方向，明晰工作目
标，发挥品牌支部号召力、凝聚力、战
斗力作用，推动提升支部工作质效。

“小组亮名片”指的是各党小组要
履行一份职责，坚决落实各级党组织工
作要求，贯彻党支部品牌建设理念，结
合党小组工作职能和特点，围绕中心、
抓住本质、突出重点，打造党小组名片。

今年疫情期间，沁阳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公局党支部每日安排党员干部
轮流值守，辅导纳税人办税；示范区税
务局驻村第一书记赵铁山主动向党委

请缨，放弃春节假期，第一时间“逆行”
回到驻村，积极组织抗击疫情……

在焦作市税务系统，“党员作表
率”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市税务
系统党员发挥一种作用，在税收工作
中做到“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
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
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争当榜样表
率，为推进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渐成燎原之势

“一单位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
“服务 e路通”“为民型小郎中”……走
进焦作各基层税务局，一个个围绕中
心、抓住本质、突出重点的党支部品
牌、党小组名片让人目不暇接，时代新
风扑面而来。

干在当下，成在实处，“重树亮作”
工作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党建业务融合持续深入。各

党支部、党小组持续开展品牌化建设，
围绕税务职能凝练党组织品牌，以品
牌引领推动税收工作提质增效，品牌
业务化更加明显。

——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重
树亮作”活动开展以来，焦作市税务局各
党支部拿出“走前列、当标兵”的姿态，充
分做好准备、预热、铺垫工作，确保“规定
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党建
工作对广大党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党员先锋作用更加突显。各
级党组织更加注重在税收工作特别是

“急难险重”工作中引领党员率先垂
范，打造一批有特色、叫得响、推得开
的基层党建工作示范集体和党建先进
个人党员身份意识进一步提升，以创
建促创新，以示范带全局，全面提升党
建和业务工作双提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意气风发的焦作税务人，正按照
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路子，沿着税制
改革的新蓝图，满怀信心、阔步前进。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 月 8日，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 2020—2021 年城市冬春
蔬菜储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我省各城市冬春蔬菜储备规模
应不低于城区常住人口5至 7天的消
费量，根据情况可适当增加部分调剂
蔬菜，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据介绍，冬春两季是我省蔬菜生
产淡季，一些蔬菜消费要靠由南向北
长距离贩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城市近郊蔬菜生产呈萎缩态势，
就近调剂的余地变小，加之冬春雨雪
冰冻极端天气易发突发，易引起城市
蔬菜市场异常波动。

《通知》指出，蔬菜生产是农民收
入的重要来源，蔬菜储备是缓解城市

蔬菜产销区域矛盾、季节矛盾的有效
调控手段。冬春蔬菜储备实施时间为
每年 11月 15日到次年 3月 15日，按
照满足城区常住人口每人每天0.5公
斤，确保5至7天消费量落实冬春蔬菜
储备；储备品种主要包括大白菜、萝
卜、胡萝卜、土豆、洋葱、圆白菜、冬瓜、
南瓜等耐贮存、易周转的蔬菜。

《通知》要求，郑州、洛阳、南阳、开
封等城区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要
把建立冬春蔬菜储备制度作为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重要抓手，采
取“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给予适
当补贴和扶持”方式，确保在大路菜集
中上市期按质按量完成收储，避免因
集中上市导致价格过度下跌，努力保
障城市蔬菜市场平稳运行。③5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联合下发通知

冬春蔬菜储备不低于5至7天消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