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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郑天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如何科学布局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了一个新
契机。自然资源部2019年在全国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我省20个项目
被列入全国试点。目前，不牵涉永久基
本农田调整的11个项目先期开工建设。

打造全国最大的腐竹基地

内 黄 县 二 安 镇 被 誉 为“ 腐 竹 之
乡”。这里生产的腐竹畅销全国，远销
海外。

然而，由于家庭作坊式生产，腐竹
质量参差不齐。镇里想新建一个豆制
品深加工产业园，又没有土地指标，落
地困难。怎么办？

内黄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刘俊领说，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最大的政策突
破是可以根据乡村产业布局需要合理
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因此，内黄县

积极开展试点申报，最终二安镇大槐村
等 4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被列
入国家试点。这个项目总投资 29 亿
元，最大的亮点是建设了占地 186亩、
有 17栋标准化厂房的豆制品深加工产
业园。目前，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可
提供就业岗位 5500 个，年产值 20 亿
元，位居全国第一。

二安镇党委书记赵彬说，二、三期工
程将建设豆制品生产线、仓储物流园、检
测中心和博物馆，建立“现代农业—豆制

品加工—畜禽养殖—商业物流”产业链。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以科学合理
规划为前提，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
整体推进农用地、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
保护修复以及地质灾害治理，注重导入
产业，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助推乡村振兴。”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
复处处长王保海说。

实践中，我省各地根据各自的资源
禀赋，努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样本。

民权县对绿洲街道吴庄等 12个村
庄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总投资 12
亿元。项目完工后，有两个村庄将打造
成乡村振兴示范村。同时，项目区内将
新增耕地 1750多亩，节余建设用地指
标1460多亩。

鲁山县启动的梁洼镇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总投资21亿元，包括整治
工矿废弃地、保护修复乡村生态、保护

乡村历史文化。

优化布局 因地制宜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陈治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我省要在巩固土地整治
工作成效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进行全域优化布局，对田水路林村进行
全要素综合整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工作，在《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开
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着力构建农田集
中连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空间形态
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格局。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循，要通过试点不断探
索，在探索中不断完善。陈治胜说，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因地制宜
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独具区域特色的
土地综合整治模式和路径，切忌千村
一面。③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7 月 25 日，永城市日月湖景区，蓝
天白云，绿树掩映，市民正在嬉戏玩耍，
好不热闹。

“数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采煤沉陷区，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谁也没想到如
今竟变成这么美的大公园。”永城市日月
湖文化旅游开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曹勇说。

永城市过去因采煤导致土地大面积
沉陷。为偿还生态“欠账”，抚平生态“伤
疤”，近年来，永城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探索出集“采煤沉陷区治理、生态
环境修复、湿地景观开发”于一体的综合
治理模式。

该景区由两个湖组成，一湖呈圆形
如太阳，一湖略长如月亮，因此被命名为

日月湖。日月湖景区景观设计以“日耀
鑫穗、月映乌金、日月合璧、绿满汉源”为
主题，设计有体育运动、生态湿地等区域
和以湖、堤、塔等为主体的“日月湖二十
四景”。

两个湖中野生鱼类十分丰富，湖水
主要来自地下水和雨水，未受污染，水质
优良，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经过
综合治理后的日月湖已蝶变为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

景区还坚持边建设、边开放、边完善
的原则，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化、净
化、亮化景区环境，有效提升了永城对外
形象。同时，为了满足市民游玩需求，景
区今年进一步开展了夜景亮化工程。

下一步，永城市将在日月湖景区植

入国际房车营地、文艺演艺中心、高端民
宿、奥特莱斯地下购物商场、金色沙滩、
足球训练基地等六大经济业态，加快构
建以芒砀山、日月湖、水上森林公园为支
点的大旅游发展格局，依托铁路公交项
目，努力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胜地。

碧水绕城郭，美景醉游人。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永城市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目前，永城城区绿化覆盖率
42.8%，人均绿地面积15.5平方米，基本
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三条出境河流
断面、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
均为 100%；初步构建了“两湖四带一湿
地三十公园”的城市生态圈，让发展红利
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市民的幸福感不断
增强。③7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李会宽

“这次我家的玉米受大风、降雨
影响非常严重，有啥补救的办法
吗？”7月 26日，在开封市祥符区八
里湾镇玉米田里，一位种植户向开
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服务团队专家
请教。

7月 25日晚，强对流天气来袭，
开封短时降雨量达到 50毫米以上，
对处在关键生长期的玉米、棉花等
农作物造成较大影响。尤其在祥符
区八里湾镇玉米种植区，部分农户
田间玉米受损情况较为严重，甚至
出现大面积倒伏现象。

为最大限度挽回农户损失，保
障农业有序生产，7月 26日一早，开
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组织玉米、棉
花等作物研究领域的技术骨干，奔
赴基层开展雨后田间技术指导。

“首先，尽快在一到两天内进行
扶正；其次，就是将玉米植株以3到4
棵为一组，用细绳在玉米穗根部稍下
处进行捆扎，这样能最大限度减轻损
失。”玉米技术服务团队陈威博士查
看了地块受损情况后对种植户说。

随后，团队专家又结合区域特
点，为附近种植户详细讲解了玉米
倒伏后的相关扶植措施、田间植株
清理、病虫害防治，以及通过控旺预
防倒伏等针对暴风雨灾害的田间管
理技术要点。

在西姜寨乡早熟棉花种植示范
基地，棉花技术服务团队的专家们
顾不上脚下的泥泞，认真查看棉花
受灾情况，现场指导棉农对倒伏棉
株及时培土扶正，保持棉田良好的
通风透光。大家还结合当前的棉花
长势，向附近种植户详细讲解了后
续棉花花铃期化控、病虫害防治、水
肥管理等管理技术。③4

走进县城看发展

记者手记大美中国大美中国··魅力河南生态行魅力河南生态行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

永城：采煤沉陷区变身水利风景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众所周知，永城主导产

业“一黑一白”，黑的是煤炭产业，

白的是面粉产业。正因为煤炭产

业 ，曾 经 的 永 城 就 像 一 张 黑 白 照

片，灰蒙蒙的天、光秃秃的地、黑漆

漆的水……

近年来，永城市多措并举，坚持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

加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投入，使城

市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永驻，

造福一方百姓。

如今，无论何时漫步永城市，碧

波荡漾的湖畔水系，花团锦簇的游

园广场，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

处处皆美景、移步即成画。③7

暴风雨后，专家们匆匆赶到田间

发电增效
养牛增收

7月 23日，正阳县大林
镇军耕农场里，光伏发电棚
顶架上太阳能板闪闪发光，
棚下肉牛怡然在吃草。该
农场的“农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推进了发电和养殖
的共同融合发展，实现了发
电增效、养牛增收的双赢目
标。⑨6 高万宝 摄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今
年我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

“重头戏”。截至 7月 20日，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已有188.24亿元增
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其
中，4 月份以来合计退税 167.44 亿
元。退税“红包”用到了哪里？企业获
得感如何？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什么作
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郑州
航空港区部分企业。

纾困解难，经营信心强了

“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留抵退税
政策给我们下了一场‘及时雨’，原来
停工的工地恢复建设了，今年的销售
收入也有望提升。”河南万邦水产冻品
物流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赵庆银介
绍，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
资，建设低温仓储基地，但受疫情影
响，水产冻品存储面临着更高要求，由
于资金严重缺乏，仓储基地建设几度
停工。“我们将 1220 万元的退税款投
入仓储建设，目前多个仓储基地正有

序建设。”赵庆银表示。
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郑州新捞派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第一批享受到留
抵退税政策扩围红利的企业之一，财
务负责人娄经理表示，留抵退税款的
到账让企业更有底气爬坡过坎、迎难
而上。“疫情之下，公司营业额大幅下
滑，经营陷入困境，这 10多万元的退
税款缓解了资金压力，我们用来发放
员工工资、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用，现在
经营状况良好。”

增量扩能，发展劲头足了

“此次扩围后，我们享受到了 201
万元的留抵退税款，全部用于从厂家
进车，拓宽销售渠道。”郑州宝莲恒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郭淑静
介绍，因疫情及市场原因，销量和维修
进厂量大幅减少，急需扩大销售规模
以维持正常经营，但资金十分紧张，进
车款项迟迟不能到位，退税款有效缓
解了公司资金压力。

“真金白银”的退税款不仅仅带给
了企业资金支持，更让广大市场主体
对未来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底气，不少
企业选择将退税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
和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产
量，实现生产经营良性循环。

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是众多
受益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之一，财
务负责人申文东介绍，公司是一家先
进半导体材料制造企业，部分原物料

供应商在欧洲和日本，受全球疫情影
响，运输成本大幅增加，产品生产成本
随之增加，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今
年以来，公司收到了 5000多万元的增
值税留抵退税款，这让“紧绷”的现金
流得到有效缓解。

“留抵退税政策有利于形成供需
双受益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产品出口
可以让利于客户，增强了公司产品国
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退税款在公司扩
大生产、技术研发方面形成了有力支
持，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创新、做大做
强的信心。”申文东表示。

转型升级，创新力度大了

新能源重卡项目、场地车项目、叉

车项目、专用车改装项目……在郑州
比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系列新
产品正在加紧研发。

“原本我们对于新产品研发已经
有点‘力不从心’了，是国家适时推出
的留抵退税好政策给了我们资金支
持，让我们保持了研发和生产节奏。”
郑州比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会计
主管房志鹏介绍，近年来，企业决心
加大相关产品研发，开辟新的增长
点，但这些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大量资
金支持，且产品成本高，回款慢，资金
链十分紧张。“443万元的退税款大大
缓解了我们面临的资金难题，我们将
这笔钱全部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及生
产，争取早日有突破。”房志鹏表示。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在郑州航空港区，不少企业像比
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样，将留抵
退税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
为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蓄势赋能。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把留抵退
税款作为公司 TOD 业务发展启动资
金，为未来发展有着更长远的布局和
思考。“通过TOD开发，进一步引导和
集聚人流、物流、信息流，提升轨道线
网运营效益，助力公司全面开启综合
开发的新时代。”该公司财务负责人杨
运强介绍。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以
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

‘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郑州航空
港区税务系统将依托税收大数据，精准
做好政策宣传辅导，优化业务流程，确
保政策红利落实、落细、落准、落好，为
广大市场主体增信心、强动力、激活
力。”国家税务总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秦基选
表示。 （王娟 沈倩 朱珈琳）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税务局

退税“红包”激发企业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7月 27日 7时，家住郑州市的华味坊食品（焦作）公
司副总经理闫荣升开车驶出小区，上高速，到武陟嘉应
观收费站下高速，不到 8时便到了位于武陟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公司所在地。

华味坊食品（焦作）公司是 2020年从郑州产业转移
企业，实现了当年施工，当年投产，当年达效。“郑焦一体
化深度融合，让我们过上了同城生活。”闫荣升说。

近年来，与省会郑州隔河相望、处于郑焦“桥头堡”
位置的武陟，一直致力建设郑焦一体化首位节点城市。

“我们要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锚定‘两个确
保’，聚焦‘十大战略’，以建设郑焦一体化首位节点城市
为引领，积极推进郑州产业外溢承接、双城生活互动、发
展功能互补，着力打造成郑州都市圈有影响力的新兴增
长中心城市。”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从2017年 9月 1日起，武陟县对豫A牌照小型ETC
客车行驶嘉应观收费站至郑州绕城高速相关站点之间
通行费予以补贴。

武陟与郑州交通网联系紧密，在郑州都市圈周围区
县到郑州的通勤率中，武陟位列第三。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武陟承接郑州产业转移企业250余家，交通优势
正在向产业优势、发展胜势转化。

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选择“扎根武陟”，越来越多的
优秀人才选择“双城生活”。

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在武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部片区投资建设了省创意印刷包装产业园项目。黄河水
利机械厂置换了郑州西郊的老厂区，来到武陟经济技术
开发区，不仅淘汰了老旧设备，还实现了换挡升级……

“企业就像候鸟，哪里气候适合就往哪里飞。”河南
百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敬伟说，在武陟，党政
干部为企业提供了“保姆式”服务，企业才能一门心思谋发展。

这几年，武陟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让民生发展有温度、有质
感。在全市首家实现集中供暖、首家新建投用南水北调水厂、首家运营城市
公交，县人民医院等一批惠民工程建成投用。

不仅如此，武陟还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推进集中供热、供
气设施与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企业对接共享，满足进驻企业需求。

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创园区，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总部基地、中小企
业孵化基地等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让省会企业落户武陟能够享受无差别的
大都市功能服务。

“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在武陟，总是有一种令人悠然自得的愉悦
感。”7年前，把企业从郑州搬到武陟，并在武陟安家落户的河南成立粮油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立感慨地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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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不松懈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 月 27
日，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
计 27日 12时至 28日 12时，个别站
点雨量可达 100 毫米以上，局地有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27日 12时至28
日 12时，安阳、濮阳、新乡东部和西
部、焦作北部、三门峡西部、洛阳东
部和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
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
部、南阳西部和东部、驻马店、信阳

北部的部分县市将出现暴雨（50毫
米~90 毫米），个别站点雨量可达
100毫米以上，雨量分布不均，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40毫米~60毫米）、
雷暴大风（8级~10级）、局地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提醒，相关部门要按
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驾
驶人员、行人及骑行人员要注意道
路积水和交通阻塞；学校要采取适当
措施，保证在校学生的安全。③9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市民在永城市日月湖景区游玩市民在永城市日月湖景区游玩。。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