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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日，位于博爱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龙佰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
人在生产矿山设备。该公司年产6万吨智能化矿山装备和化工装备项目，从
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时 8个月，2020年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 24535.26 万
元，税收超千万元。⑨6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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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12 月 2日，位于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河南核净洁净技术有限公
司实验室内，敲击键盘、轻点鼠标声此
起彼落，电脑屏幕上各种代码不断闪
现。工程师们时而紧盯屏幕，时而“交
头接耳”讨论工程进展……他们正在
检测最新研发的设备。

“今年受洪水和疫情影响，工期延
误。现在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该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李西峰说。

河南核净洁净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生产放射性空气处理设备的科技型
企业。从 1997年成立发展至今，企业
营收状况良好，连续多年被税务部门
评定为纳税等级A类企业。可就是这
样一家稳步发展的企业，今年也遇到
了难题。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
加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特别是郑
州接连遭受洪水和疫情冲击，企业停
工一段时间，设备、场地损失，人工费
用上涨，开支增加。

“快到年底了，供应商支付、劳务工
资结付，用钱的地方多，可是账面现金
捉襟见肘。”该公司税务会计郑媛媛说，
一波减缓税政策到来，真是帮了大忙。

今年 9 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明确2021年10
月份纳税申报期，可提前享受前三季度
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0月份，公布《关
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
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为
广大中小微企业洒下雨露甘霖。

郑媛媛介绍，10月企业才申报了
前三季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现在
第四季度税费又减半缓缴。截至目
前，公司共享受减免税费250.14万元，
缓缴税款186.95万元。

“有了这些钱，今年好过多了。”李
西峰说。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享受到
了税收红利，该公司是做煤矿瓦斯、粉
尘监控设备起家的，近几年处于转型
期，致力于半导体领域的技术研发。

该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曹伟
介绍，公司目前在转型爬坡，主要是靠
传统业务板块的利润来反哺新兴业务
发展。半导体领域产品研发，是资本
密集型产业，投入高、回报周期长，再
加上煤炭产业前些年形势不好，这些
都加重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他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有适
合他们享受的税收减免政策，我们都

会第一时间通知企业申报。”国家税务
总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首席服务官朱文生说，在税费申报中，
企业有任何疑问，我们都会上门辅导，
逐个解答。这次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缓
缴，该公司共缓缴 150多万元，及时解
决了资金短缺、人员工资发放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张涛告诉记者，今年郑州情
况特殊，不少企业遇到困难。各项税
收减免缓政策出台后，该局第一时间
利用大数据平台筛选符合申报条件的
企业，开展政策宣传活动，让企业及时
申报，应享尽享。截至目前，郑州市已
有 1.3 万余户中小微企业享受第四季
度税收缓缴政策。

“国家不断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一方面
是稳定市场主体的客观需要，另一方
面也是在支持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省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唐晓旺说，
以此次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第四季
度部分税费政策为例，可以说起到了
提振我省制造业企业发展信心的作
用，也为我省建设制造业强省、打造制
造业高地创造了契机。从长远来看，
该政策从财税方面为我省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支持。③5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12 月 7
日，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近
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
布通知，下达 2021年受灾群众救助
省级补助资金预算，全省合计19.78
亿元。补助标准分应急期救助、过
渡期生活救助和因灾遇难（含失踪）
人员家属抚慰三类。

应急期救助根据《河南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的紧
急通知》和《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转移安置受灾
群众生活救助工作的紧急补充通
知》，每人每天补助 150元，国家补
助资金前期已下达，此次下达省级
补助资金按每人每天 130 元、发放
7天计算。

过渡期生活救助根据《河南省
应急管理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
政厅关于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生活

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和《河南省应
急管理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受
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工作的补充
通知》，每人每天补助 30元，国家每
人每天补助 23元；此次下达省级补
助资金按每人每天7元、发放3个月
计算。经县级政府批准过渡期延长
的，所需资金由县（市、区）政府统筹
解决，仍按每人每天补助 30元标准
执行。

因灾遇难（含失踪）人员家属抚
慰根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河南省财
政厅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对因灾遇难
人员亲属发放抚慰金的通知》，每人
补助3万元，国家补助资金前期已下
达，此次下达省级补助资金按每人2
万元计算。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直达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做好资金
下达工作，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直达受灾群众。③7

企业心 税惠懂
——“‘微成长’是怎样炼成的”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2022 年度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启动后，平顶山
市鲁山县、新华区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于近日完成 2022年度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

鲁山县、新华区及时动员部署，
制定办法，落实责任，从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的高度，切实抓好《河南日
报》等重点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鲁山县委宣传部、新华区委宣传部
强化工作举措，狠抓责任落实，同纪
委监委、组织部、财政局等部门密切
配合，加强组织领导，保障订阅经
费，积极探索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新
办法；进一步规范发行秩序，优化投
递线路，扩大党报党刊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充分宣传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的重大意义，拓宽发行渠道，有力
地推动了党报党刊发行。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
娜 通讯员 杨育新 郑占波）近日，
记者从洛阳市孟津区委获悉，孟津
区在全省完成 2022 年度《河南日
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任务。

孟津区委始终把党报党刊征订
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部署，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
统筹协调，强化时效、迅速落实，强力
推进。该区首次统筹协调孟津、吉利
南北两片区党报党刊征订，涉及区域
范围大，党报征订任务繁重。孟津区
拿出一定数量的党费订阅重点党报

党刊，用于向贫困党员赠阅；财政采
购重点党报党刊，用于向文化广场、
文化站、社区、乡村阅报栏赠阅；鼓励
社会力量订阅党报党刊捐赠给贫困
地区实施文化扶贫。

此外，孟津区坚持抓发行和抓阅
读使用并重，结合实际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研读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重大
主题报道、重要政策解读、重点评论
文章等，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
部署上来，落实到实际工作中。③7

全力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鲁山县、新华区完成
2022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孟津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19.78亿元！

河南下达2021年受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预算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冬日暖阳里，在新乡市封丘县的稻田中，一座轮毂
高达165米、叶片直径达165米的大型风力发电机正拔
地而起，将其安全吊起并精准安装到位的，是济源制造
的风电塔机。

每一台“大风车”高高耸立的背后，必然有一台比之
更高的起重机。

随着风电技术的逐步成熟，风机轮毂的高度及重量
都在不断增加，传统的汽车吊和履带吊的吊装方式，因
占地面积大、起升高度和起重量受限、成本高等弊端，已
经无法满足国内风电快速发展的需要，研发一种“身高”
更高、起重更重、高效低耗的风电塔机势在必行。在此
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河南金利金铅集团瞄准

“风向”，于2019年成立了河南金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马济源重点工业项目——风电塔机项目。

12 月 5 日，记者走进该公司的机加生产车间“探
营”，很少看到工作人员走动，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上，
大量电“脑”和机械“手”在忙碌，从钢材切割下料、焊接、
机加到涂装、装配、包装等环节，一切都在随“机”而动。
公司质量安全部部长翟瑞合说：“这条生产线是模块化
研发设计，属于智能化控制系统，数控化车床，包括切割
和焊接都是自动化的。”

该公司董事长成全明介绍，一期项目投资3.3亿元，
2020年 9月投产以来，已实现销售收入过亿元。目前已
实现年产 15台超大型起重机的能力，产值超 3.5亿元。
二期项目投资 1.2亿元，主要建设超大型起重机部件生
产、装配、室外组装、试验生产线等，可新增年产超大型
起重机15台的能力。

公司引进了一批起重机械行业的高、精、尖人才，专
门组建了技术研发团队，很快在国内风电塔机行业引领

“风尚”——短短一年时间，申请了几十项专利，自主研
发生产的 JLD2250 型风电塔机最大起重达 180吨，最
大起升高度达198米，为国内同类产品之最。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建设制造强省”。在济源，河南金利、河南豫光、
济源钢铁等一大批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过10多
年来的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特种钢等为主的装备原
材料产业、以风机轴等为主的机械零部件加工产业、以成
套开关设备等为主的电力装备产业，具有协作配套能力

强、产品关联度高、产业链条完整、专业分工明确、产业竞争力强等优势。
“下一步，济源将发挥装备制造业优势，通过提升装备制造产业的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和标准化水平，打造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
现代装备制造基地，争做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驭风者’。”济源示范区管委
会委员、副市长俞益民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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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探营重大项目

□本报记者 刘晓阳

往年，对于南乐县元村镇古寺郎村
村民王海报来说，挖胡萝卜就像拆“盲
盒”，他总担心胡萝卜长成“歪瓜裂枣”，
卖不上价钱。今年则不同，还没收获，
王海报心里就有底了，“绝对稳赚啦！”

王海报的底气来自科技赋能。12
月 7日，在古寺郎胡萝卜高质量发展论
坛上，省农科院的专家们向当地农户传
授胡萝卜种植的科技密码。“古老”的古

寺郎胡萝卜正在焕发新生机。
据史料记载，约十三世纪，胡萝卜

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
作为地道农家种，古寺郎胡萝卜已有几
百年的种植历史，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它有两大“独门绝技”：一是遇水落
色，切丝后水洗，水被染红，胡萝卜丝盛
盘后先是红色稍褪，不一会儿颜色却变
得更红；二是煮米粥时，胡萝卜丁温水
下锅，煮好后黏米黏汤，与众不同。

多年来，当地种植胡萝卜主要是农户
自留种，连作连种，导致品种退化，畸形率
高，产量和品质受到不小影响。因为效益
不好，愿意种植胡萝卜的村民越来越少，最
少时，全村胡萝卜种植面积仅剩几百亩。

“这么有特色的农家种，是非常珍
贵的种质资源，得好好利用，丢掉就太

可惜了。”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俊说。在实地调研之后，省农
科院和当地政府一拍即合，通过省农科
院与南乐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
县项目，扶持古寺郎胡萝卜产业朝着标
准化、绿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从散种到规模化种植。元村镇提出
“以胡萝卜带动乡村振兴，以特产夯实餐桌
产业”的乡村发展思路，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建成古寺郎胡萝卜
基地5000亩，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当地村民入股后，每年都可享有收益。

从盲目种植到技术全配套。从去
年开始，省农科院示范推广一系列胡萝
卜种植新技术。推广病虫害以防代治技
术，降低后期病虫害发生率，减少胡萝卜
分叉、畸形；采用起垄绳播种植和垄上滴
灌技术，通过提纯复壮，保证品种纯度，
从源头确保产量和品质；推广胡萝卜周

年种植技术，实现优质产品全年供应。
从卖胡萝卜到卖产品。在胡萝卜

标准化种植的基础上，元村镇大力发展
胡萝卜保鲜、胡萝卜汁加工、胡萝卜挂
面等产业链条，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
随着古寺郎胡萝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不少返乡创业者参与进来，冻干粉、代
餐粉等产品生产线启动，以胡萝卜为主
的产业链条越来越长。

今年10月，元村镇古寺郎村（胡萝
卜）入选第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古寺郎胡萝卜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块“金字”招牌。

眼下，古寺郎胡萝卜进入丰收季。
在胡萝卜基地里，王海报娴熟地将一棵
棵胡萝卜拔出来，“你瞅，俺这胡萝卜跟
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大小均匀，产量
还高。”在一排排红彤彤的胡萝卜的映衬
下，元村镇乡村振兴之路“别样红”。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12 月 3日上午，武陟县詹店镇
冯庄村普惠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脱贫户何小彩，一头扎进自家的蔬
菜大棚里，干得特别起劲。

这两年，何小彩靠种菜的收入
治好了女儿的病，还清了所有欠账
和贷款，还带动了村里的乡亲就业。

在焦作市，许许多多的“何小
彩”正因该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有力举措，过上了小康生活。

全面脱贫后，焦作市继续大力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抓责任、工作、
政策“三落实”，坚决防止规模性返
贫，推进乡村振兴开好头、起好步。

焦作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市县
乡抓落实”和“五级书记”抓巩固脱贫
成果的工作机制，高规格成立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周二“蹲点日”
要求，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现场办
公，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分包联系
的脱贫村、脱贫户，解决实际问题。

各县（市、区）将巩固脱贫成果
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乡村
振兴的头等大事，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领导干部深入脱贫村、
受灾村开展调研指导。

市直各有关单位统筹资金、政
策，优先向脱贫村、脱贫户和三类监
测对象倾斜。

全市 294名驻村第一书记全部
在岗在位，充分发挥“尖兵”作用，落
实四项帮扶任务。

“多亏了干部们帮俺家拾掇房
子，现在就跟搬到新家一样，心里甭
提多敞亮了。”孟州市化工镇横山村

新识别的边缘易致贫户张秀兰握着
帮扶干部的手说。

今夏持续的强降雨让张秀兰家
的房屋出现了漏水现象。化工镇和
帮扶单位孟州市移民服务中心及时
对她家房屋做了防水处理，对客厅、
卧室进行了墙面涂白，厨房铺上了地
砖、贴上了墙砖。

今年发生洪涝灾害后，焦作市
不断细化措施、压实责任，全力防止
因灾返贫致贫，脱贫村、脱贫户和

“三类监测对象”的生产生活秩序基
本恢复，收入稳定增长，脱贫攻坚成
果得到持续巩固和拓展。

冬日暖阳下，修武县西村乡大南
坡村，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游客。

这个山村，曾经依靠挖煤而富，
又因坐吃山空而穷，一度成为省级
深度贫困村。如今，大南坡咋就成
了游客心中的网红“打卡”地？

“县里引进了顶尖设计师和品牌
运营团队，以美学为引领，打造了大
南坡艺术中心、璧山供销社（焦作店）
和‘隐居乡里’民宿等乡村建设精品
项目，蹚出了一条生态和文化两种资
源激活变现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大
南坡村党支部委员赵根成解释说。

大南坡的精彩嬗变，也是焦作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生动缩影。

“我们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
的思想，必须重整行装再出发，下大
气力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
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好。”焦作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国建说。

当下，行走在怀川大地，一个个
农业产业项目落地生根，一排排农家
院落宽敞整洁，一条条乡村路平整畅
通……村庄美、产业强、村民富、乡风
好、管理精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希
望的田野上徐徐铺展。③6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喜看怀川换新颜

大小均匀 产量还高

挖萝卜像拆盲盒？不存在！

刚从地里挖出
来 的 古 寺 郎 胡 萝
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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