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062022年5月 13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窦晓雪 龚鸣 美编 党瑶

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调整完
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
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
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全
文如下。

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
优先支持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
举措。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的重
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
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
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取之
于农、主要用之于农”，按照优先保障、
务求实效、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统筹使
用、规范管理的原则，调整土地出让收
益城乡分配格局，拓宽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资金来源，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加快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为
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建设
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十四五”时期，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分年度
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
比例；到 2025年，全省土地出让收益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重点措施

（一）逐年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比例。“十四五”时期，2022

年、2023 年、2024 年省市县三级土地
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分别不低
于 32%、40%、48%；到 2025年，全省土
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
50%以上，若实际计提数小于土地出
让收入 8%，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
8%计提。各市县要结合实际确定分年
度目标和实施步骤，合理把握改革节
奏，确保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
比例不低于全省目标。严禁以已有明
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
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省委和
省政府将根据中央农办、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关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比例的考核办法，考核各市县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
达到要求。

（二）做好政策衔接工作。按规定
计提或征收且已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的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和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府性基金预
算中按规定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不含计提和划转部
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
支出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整体计入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
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可以继续通过
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
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
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市县
要依据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根据城市建设和土地市场调控需
要，稳定土地市场预期，科学编制土地
出让总量，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
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
稳定。统筹处理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的关系。

（三）建立资金统筹调剂机制。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
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
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
权。省财政继续按现行规定，将省级统
筹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 10%、集中的
土地出让收入、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向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
（市、区）倾斜，重点支持粮食主产、财力
薄弱、乡村振兴任务重的县（市、区）。

（四）建立资金统筹使用机制。鼓
励各市县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打破
分项计提、分散使用的管理方式，整合
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
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
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供水保
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
公共设施建设和管护、农村教育、农村
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支出，以及与农业
农村直接相关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以工代赈工程建设等。加强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
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
续增加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
业农村的支出，避免对一般公共预算支
农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确保对农业农村
投入切实增加。

（五）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资金的核算。进一步完善土地
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建立全省统
一的土地出让收支信息平台，实现收支
实时监控，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支出的监督管理。规范土地出
让收入管理，严禁以招商引资、旧城改
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名义减免土地出让
收入，严禁实行“零地价”“负地价”或者
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
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确保土地出让
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严格核定土
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
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
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
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高度，深刻认识调整完善
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

振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各项
举措落地见效。各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航空港区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制定
具体措施并报省委农办，由省委农办
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备案。各省辖市党
委和政府，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党工
委和管委会每年向省委和省政府报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时，要专
题报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情况。省级建
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省委农办、省发
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审计厅等部门要定
期研究会商重大事项，形成分工协作、
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稳妥
有序推进工作落实。

（二）做实项目储备。各地要突出
规划引领、强化资源统筹，以县为单位，
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
现代种业提升、农村供水保障、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
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公共设施建
设和管护、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和精神
文明建设支出，以及与农业农村直接相
关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以工
代赈工程建设等，结合“十四五”规划和
行业部门规划，科学合理确定建设重点
和投资方向，高质量开展项目实施前期
工作，扎实开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加快
建立多部门参与、长短结合、跨年实施、
有进有出、滚动管理的支农项目库，为
资金项目高效对接奠定基础，提升政策
实效。

（三）强化考核监督。把调整完善
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
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
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土地出
让相关政策落实及土地出让收支管理
的审计监督。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
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
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
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
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河南，需要一个叫得响
的豫酒品牌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文明
的起源、文字的发明、最早都城的形成等，构
筑了河南厚重的历史文脉。而仰韶文化，则
是华夏文明的根源和主干，具有突出的地
位。

在历史长河中，河南人以自己的勤劳智
慧塑造了文明健康向上的中原文化。而酒，
是这片土地天时地利、天人合一的完美承
载。纵观中国酒的起源，从7000年前，仰韶文
化中的彩陶瓶——小口尖底瓶中孕育而来，
发展至今，陶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成为

当下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生命力极强
的根文化。

所以，以陶文化为载体的“陶（融）香”酒，
自然也成了河南地域重要的文化承载和经典
名片。

自古至今，河南都是中华文化和酒文化
的集大成者。

而作为这样一个有文化、有历史、有传
承、有名的酿酒大省和酒类消费大省，更需要
有一个叫得响的豫酒品牌，将河南地域的人
文精神和文化个性，融入当代生活之中，创新
性地发展下去。

过去十余年，仰韶酒业，将“陶”元素充分
融入产品个性和品牌文化之中，用“好看、好
闻、好喝、好受”的品质自信，率先扛起了豫酒
振兴的大旗，奏响了“到河南 喝陶香”的主旋
律，推动了整个豫酒市场崛起。

如今，立足豫酒振兴新阶段，仰韶再一次
发出“爱河南 喝陶香”的口号，就是要以推广
中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与一亿河南人产生

“情感共鸣”，从而激发更多河南人爱上家乡
酒，主动推广家乡酒，以实际行动助力豫酒振
兴发展。

■“爱河南 喝陶香”的价值支撑

众所周知，品牌口号的作用在于“造势”，
营造一种氛围。

仰韶酒业的“陶（融）香”，代表豫酒，进一
步引导河南市场从“豫人喝豫酒”到“豫人爱
豫酒”“豫人爱陶香”的消费氛围，其中，必然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支撑。

1.仰韶文化，河南人共同的文化自信

众所周知，仰韶文化距今约 7000 年到
5000年，是黄河流域中游最重要的新石器文
化类型，是中国史前文化之巅峰，中国农耕文
明的起源，点亮了人类早期文明的第一缕曙
光。基于此，备受瞩目的仰韶文化考古进程，
从1921年河南三门峡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
掘正式发端。而后，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迎
来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科学揭秘时刻，并取得
了卓越成就。

而大量考古事实证明：7000年前的仰韶
文化，正是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历史源头，是
一亿河南人乃至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故乡和

精神家园。
所以，“爱河南 喝陶香”，深入宣传 7000

年仰韶文化，让更多家乡人进一步拥抱陶
（融）香，从而增强豫酒品牌自信和消费自信。

2.陶（融）香型，河南独立自主的白
酒香型

2004年，技术掌门人、中国酿酒大师侯建
光，带领仰韶酒业科研技术团队开始了艰苦
的研发历程，励志“一生只为酿造一瓶好酒”
而不懈努力。经过四年研究，依托强大的科
研优势，仰韶酒业不仅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四
陶工艺”，还成功酿造了融合陶酱、陶浓、陶
清、陶芝形成的陶（融）香型白酒风格——仰
韶·彩陶坊。

从此，河南有了属于自己的白酒品类——
陶（融）香。

经过十余年的成功运作，仰韶陶（融）香
型美酒，不仅打破了河南市场“豫人不喝豫
酒，豫商不卖豫酒”的无形桎梏。而且作为豫
酒的标杆，结束了豫酒没有自主白酒香型的
历史，填补了豫酒香型的空白，也让豫酒有了
个性鲜明的性格，重塑了豫酒竞争力。

同时，陶（融）香，多元兼容的酒体风格，
“天时、地利、人和”的产品内涵，不仅融合了
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河南文化，其“朴实、好
客、包容”的表达，更是鲜明体现出了河南人
的个性。

如此，“爱河南 喝陶香”的口号，正是仰
韶酒业作为豫酒龙头企业当仁不让的推广责
任和使命。

3.振兴发展，需要香型风格支撑

目前，谈起豫酒振兴，仰韶·彩陶坊是绕
不开的话题。不同地区的酒有着迥异的风味
特色，提起河南的酒，那第一印象就是仰韶·
彩陶坊酒，就是陶（融）香。

由此可见，仰韶酒业“九粮四陶，多香融
合”的陶香战略，已经树起了豫酒的品类大
旗。而河南人自己的家乡酒也有了“站得住
的品质”和“叫人记得住的香型”。

如此，仰韶·彩陶坊也具备了“豫酒龙头+
文化名酒”的强力品牌势能，在全国叫响了豫
酒振兴的发展强音和仰韶品牌的铿锵声量。
而河南作为酒类消费大省，豫酒品牌必然要
成为主角和引领者。

细数过往，仰韶酒业数十年如一日，凭借
踏实肯干的态度、稳扎稳打的步调、科学有效

的市场布局、创新稳健的营销规划，坚持
“7000年仰韶文化传承”“944453陶香品质密
码”“四好产品标准”“五化三严的管理模式”

“一庄五园”的产业链，展开错位竞争，已经率
先做到了 30亿级市场，成功扛起了豫酒振兴

“品类对抗品牌”的大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发挥豫酒龙头作用。目前，可以看出
仰韶·彩陶坊已经成为河南当之无愧的豫酒
文化名片和高端豫酒典范。

同时，越来越多的河南消费者喜爱仰韶
酒，与仰韶·彩陶坊中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
愿景深度呼应，这是河南人共同推动豫酒振
兴的共同愿景，也是期盼“天地人和、谋求天
下大同”的共同夙愿。

“爱河南 喝陶香”，爱河南悠久的文化传
承，也爱其中的和谐之美，更爱属于河南人自
己的味道，这是河南酒的魅力，也是河南人的
骄傲！

自 2008年，仰韶·彩陶坊上市

以来，带有鲜明仰韶文化符号的“陶

（融）香”型美酒，经过十余年的不断

造势，打造上万场高端会议和品鉴

活动，精耕中高端市场，并通过“到

河南 喝陶香”的宣传口号不断传

播，以实实在在的饮酒风尚引领，力

证了河南大地足以酿造一瓶好酒，

同时更以独树一帜的品类香型，有

力地彰显了豫酒标杆的“陶香效

应”。

而今，仰韶酒业已经成功迈入

30亿级门槛，向 50亿级白酒企业

挺进。在 2022 年，豫酒振兴产业

政策愈发利好的态势下，仰韶·彩陶

坊品牌诉求由“到河南 喝陶香”升

级为“爱河南 喝陶香”，仰韶酒业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品牌使命也由此得

以彰显。

那么，从“到河南 喝陶香”到

“爱河南 喝陶香”，这其中又蕴含着

什么样的发展逻辑呢？

□王静

从“到河南 喝陶香”到“爱河南 喝陶香”

仰韶酒业借力品牌升级奏响高质量发展强音

（上接第一版）基于鹤壁良好的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基础及一流的营
商环境，公司于 2021年 4月正式
将华中总部卫星运营中心项目落
户于此，致力于建设集北斗导航、
航空摄影、卫星遥感等数据产品
的生产、展示、应用于一体的数据
中心。

记者了解到，空间地理信息
包括空间定位数据、图形数据、
遥感图像数据、属性数据等，主
要用于分析和处理在一定地理
区域内分布的各种现象和过程，
是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航天宏图华中总部业
务涉及国土、应急、水利、气象等
领域，主要服务我省以及河北、
山东、安徽等周边省份，从这些

区域获取到的信息数据都会集
中传输储存至鹤壁，然后根据客
户需求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处理。

“目前，航天宏图华中总部
承接了全国 30%的试点县业务，
实施项目 49个，并与 200多家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王宇杰告
诉记者，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公
司将于今年 6月发射“鹤壁 1号”

“鹤壁 2 号”“鹤壁 3 号”“河南 1
号”等 4颗商用雷达卫星，运营中
心将对卫星数据进行收集、存
储、运控、处理，同时在鹤壁构筑
应用示范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卫星数据不足的问题，并
推动卫星数据在各个领域的应
用。③5

让卫星应用更“接地气”

（上接第一版）居家办公人员，积
极响应组织号召、踊跃报名，就地
下沉转化为志愿者，自觉在志愿
服务中接受政治考验和党性检
验。

5月 9日中午，在经八路街道
办事处任砦社区冒雨开展核酸检
测志愿服务的王丛，看到一辆运
输车正在卸载外地捐献的蔬菜，
他赶紧带头跑过去帮助搬运蔬
菜，与 5 名志愿者一起搬运了上
百包蔬菜。“这是我们青年干部应
尽的职责，作为组工干部，更要在
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当好排头兵、
先锋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

5月 4 日 0 时至 10 日 24 时，
除留守机关值班值守人员和个别
居家隔离的党员外，机关 170 名
党员志愿者全部下沉到 110余个
社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2187.5
小时，实现了 27 个党支部全覆
盖、居家办公的党员下沉全覆
盖。“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能为社区
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感到非常自豪。”青年志愿
者张盟感慨道。

“党员志愿者帮助社区共抗
疫情，极大地缓解了社区人手不

足的情况，为战胜疫情、凝聚群众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社
区工作人员说。一个个“红马
甲”、一抹抹“志愿红”奔波在社区
的每个角落，助力社区“跑”出群
防群控“加速度”，把“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化作实际
行动，用志愿服务擦亮组工底色，
赢得社区群众一致好评。

在志愿服务如火如荼开展的
同时，部机关 50多名值班值守人
员认真履职尽责，加班加点、通
宵作战，努力克服严峻疫情形势
带来的不利影响，紧锣密鼓地筹
备召开省委十一届三次会议，为
全 会 胜 利 召 开 做 出 了 积 极 贡
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最终目的是保经济社会发展、保
社会稳定大局、保党委政府中心
任务完成。疫情下社区以‘最小
单 元 ’凝 聚 起 抗 疫 的‘ 最 大 力
量’，众志成城筑牢了群防群控
安全防线。每当大战大考、艰难
困苦的时候，都要见到组工干部
的身影、展现组织部门的担当，
时时讲大局、聚合力、保稳定、促
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各项中心任
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省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同志说。③7

去社区报到 在一线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