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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报道：四川省
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四
川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4%。
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增长
2.9%、7.2%。最为“抢眼”的是第三产
业，增长 8.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44.1%，较去年底提高 3 个百分点，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拉动 GDP 增长
3.3个百分点。

四川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表明，服务
业之所以增速持续加快、分量继续提升，
得益于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更

得益于近年来四川重点支持发展的科技
服务业、电子商务业、现代物流业、养老健
康服务业、现代金融业五大新兴先导型服
务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增长极。

四川一季度电子商务在近几年 40%
以上的高增长基础上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全省电商交易额 4829.8 亿元，同比增长
28.1%，增幅高出全国 3.9 个百分点；网络
零售额 542.5亿元，同比增长 30.1%，增幅
高出全国 2.3 个百分点，并呈现出四大可
喜特点。

一是本土电商企业成长迅速。本土
行业领军企业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成为四
川电商发展的“稳定器”和“风向标”。

“1919 在线”销售额达 6.2 亿元，同比增长
117%；“文轩在线”实现销售额 3.5 亿元，
同比增长 46%。天府商品交易所交易额
996 亿元，同比增长 99%；速递服务城市

拓展至 79 座，日处理约 100 万个包裹，累
计处理包裹 3.7 亿个。“阿么鞋业”“科瑞”
等本土骨干电商企业交易额均超亿元，均
同 比 增 长 15% 以 上 ，全 省 交 易 额 超 过
2000 万元的龙头电商企业占全省电子商
务交易额总量的 40%以上。

二是电商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生
产制造业、商贸流通业、服务业等行业融
合应用电商水平呈现融合协同提升发展
态势，特别是川酒、家电、家具、川茶等行
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柔性生产、定制化
制造特点显现，“五粮液”“泸州老窖”“长
虹”“全友”“棒棒娃”等品牌特色突出，网
络 知 名 度 逐 升 ，食 品 保 健 市 场 份 额 较
2015年全年提高 6.6个百分点。

三是在线服务消费继续提速。服务
型网络零售额 236.4 亿元，占网络零售额
比重提升至 43.6%，同比增长 37.9%，增

速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贵州。在线
旅游、在线餐饮、动漫游戏仍为居民新兴
消费“最爱”，分别实现在线销售 84.48 亿
元、58.99 亿元、41.96 亿元，合计占在线
消费 78%，其中在线旅游消费占比超过三
成，较 2015 年提升 2.36 个百分点，居全
国第五。

四是线上线下融合培育新动能。网
络租车、网上问诊、众包物流平台等新经
济快速发展，新动能加快积聚，一季度全
省电商企业总数为 31.3 万家，比去年末
增加 3400 家，每天新增企业主体近 40
家。网络零售新增企业（店铺）2000 余
家，成都净增加 972 家，绵阳、南充净增均
超过 100家。本土中小电商快速成长，大
力发展“互联网+动漫游戏”“互联网+智
能家居”等模式，特色产品网上交易日趋
频繁，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第三产业成增长极

四川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创新高

韩长赋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的
重要讲话，是强农重农的强烈信号，也是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响鼓重锤，更是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角。做好新时期“三
农”工作，要坚决稳住农业农村发展好形
势，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行之有
效的农村政策；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

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记者：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应把

握哪些重点？

韩长赋：改革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
所在。要抓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些打基础、管长远
的重点工作。

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深入推进，土地承包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
发生事实分离，这对土地制度设计提出了
新要求。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是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大创

新，有利于保障和实现农民权益、激发农
村发展活力。“三权分置”的前提是“落实
所有权”，我们正在研究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问题，对二轮延包
到期后承包期限、延包方式等提出具体意
见。“三权分置”的基础是“稳定承包权”，
通过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真正让农
民吃上“定心丸”。“三权分置”的核心是

“放活经营权”，要鼓励探索创新，尊重农
民选择，发展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
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重大制度创新。
推进这项改革，有利于形成创新发展的农
村产权制度，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按照中央要求，当务之急是要把家底
摸清，把制度框架建立起来。要抓紧出台
改革文件并搞好试点，积极探索股份量化
到集体成员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
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
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实现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记者：当前，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

短腿，农业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有哪

些举措？

韩长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科技装备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产业大而
不强、生产基础薄弱、经营规模偏小等问
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亟待提
高。“十三五”期间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调优、调高、调精农业。去年以来，农业部
先后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进
行了部署，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
打好农业结构调整“组合拳”。今年重点是
推进玉米结构调整，实行粮改豆、粮改饲，
推进种养结合。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强化物质技术装备支撑，构建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用现代设施、装备、技术手
段武装农业，发展绿色生产，提高农业良种
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当前，要
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建立现代农
业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打好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构建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推动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
经营和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提高农业经营
的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重点是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
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解决“谁来种地”和
经营效益不高问题。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记者：为了切实维护好农村和谐稳

定，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应该做

好哪几个方面工作？

韩长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离不开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
谐稳定，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首要的是稳定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仅是农
村经济制度的根本，也是农村社会治理机制
的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化农村改革，最
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绝不能动摇。要坚持农村土地农民
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
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三条“硬杠杠”必须
要把握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审慎稳妥
推进，不能操之过急。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
本和情感依赖，是农民的“命根子”，只有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了，人心才能稳定。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还必须稳定行之有
效的农村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
实现“十二连增”，农民收入保持“两个高
于”，证明这些年中央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是行之有效的，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防
止出现“粮食多了减投入、形势好了改政策”
的倾向。要通过不断加大和完善扶持政策，
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有更多的“获得感”。

构 建 现 代 农 业 三 大 体 系
——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国家税务总局 27 日发布
通知，推出积极引导营改增纳税人网上申报、设置办税服
务厅首次申报专窗、错峰预约纳税人申报等 20 条措施，
进一步优化营改增纳税服务工作。

优化工作的 20 条措施包括积极引导营改增纳税人
网上申报、设置办税服务厅首次申报专窗、错峰预约纳税
人申报、帮助纳税人合理选择办税地点、探索建设国税地
税“一窗式”服务、进驻窗口实现全流程办结等。

税务总局在《通知》中要求，针对二手房交易和个人
出租不动产增值税代征工作业务流程相对复杂且涉及自
然人的实际情况，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导税力量的配备，
在各代征场所设立导税人员，全程做好导税服务，维护好
办税秩序。

税务总局还要求，增值税纳税人购买货物、劳务、服
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须向销
售方提供购买方名称（不得为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地
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信息，不需要提供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登记表等相关证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个人消费者购买
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索取增值税普通发
票时，不需要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
户行及账号信息，也不需要提供相关证件或其他证明
材料。

国家税务总局：

20 条 措 施 优 化 营 改 增 纳 税 服 务

本报讯 记者张雪日前从水利部获
悉：我国民间投资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比
重正不断扩大。据初步统计，“十二五”期
间全国民间投资用于水利建设资金约为
964 亿元左右，为“十一五”期间的 5.4 倍，
非财政资金在水利建设投资中的比重进
一步提高。

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水利部已出台
多项政策文件，从吸引民间投资的范围方
式、扶持政策、权益保障、服务监管等方面
作出规定，通过投资补助、财政贴息、价格
机制、税费优惠等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试点

取得积极进展。目前，湖南莽山水库和广
东韩江高陂水利枢纽试点项目已经完成引
入社会资本工作，其中莽山水库工程带动
社会资本投资1.26亿元；广东韩江高陂水
利枢纽采用BOT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19.56亿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32%。

民间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取得较

好效果。早在 2012 年水利部就出台了
《关于印发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田
水利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对民间投资
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等作出具体可操作规
定。近几年，民间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在提高水利建设水平和管理效率、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建设形成特
色产业。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民
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建设共增加林草植
被面积 2310 万亩、坡改梯面积 650 万亩，
增加粮食产能 20405万公斤、年均每亩增
收2887.6元、人均增收6.9万元，共吸收富
余劳动力 109.08 万人，促进脱贫 19.65 万
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二五”期间资金额为“十一五”期间 5.4倍

水利建设民间投资比重不断扩大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上汛在即，北京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 5 月 27 日通报：今年汛前北京修订完善
180 多个重点预案，组建落实防汛抢险队伍 27 万人，77
座下凹式立交桥雨水泵站具备防汛排水功能，15 处积滞
水点已完成工程治理，392 座下凹式立交桥区落实“一桥
一策”措施。

日前，北京市政府召开全市防汛抗旱电视电话会，全面
部署防汛抗旱各项任务。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签发上汛令，
全市于2016年6月1日8时上汛。北京市气象台台长乔林
表示，预计北京地区降水量为310毫米至150毫米，较常年
偏少一至二成。但根据往年经验，北京汛期降水具有局地
性、突发性特征，成灾与否，往往取决于一次降水的总量和
降水强度。虽预测降水量总体偏少，但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北 京 完 善 重 点 预 案 应 对 汛 期
组织防汛抢险队伍 27万人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5月 27日，国家气候中心的
监测显示，来自热带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已经推进至南海
地区，从索马里经赤道印度洋、孟加拉湾、中南半岛至南
海地区的西南暖湿水汽通道也已经完全建立。与此同
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主体已撤出南海，南海地区对流
活动开始活跃。各项指标显示，南海夏季风已进入爆发
状态。

南海夏季风的平均爆发时间为 5 月第 5 候（21 日至
25 日）。“目前南海夏季风已进入爆发状态，爆发后我国
主汛期的大幕就正式拉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研
究员柳艳菊表示，南海季风爆发后，加强的西南暖湿水汽
将开始不断地向我国东部输送，在副热带高压的西北侧
与北方来的冷空气相遇，将使已经持续降雨的江南华南
地区继续增加降水量，从而导致我国南方地区的水汽较
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前更多。

柳艳菊介绍，南海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南海夏季
风早于其他亚洲季风爆发，成为亚洲季风爆发的“开
关”。因此南海季风通常被视为暖湿气流登上陆地的先
行指标。随着这股暖湿气流势力渐强，逐步北移，我国大
部地区便先后进入了雨季，即气象学上所说的汛期。

南 海 夏 季 风 已 呈 爆 发 状 态
我国将正式进入主汛期

（上接第一版）

数据放在那里？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
大通信运营商和富士康、华为贵安新区数据中心基地为
核心，贵州汇聚了一批国际级、国家级、行业级数据中
心。仅三大运营商一期建成投运的标准数据存储服务器
承载能力就达 16万台。

数据谁来使用？2014年以来，贵州多次在北京举办
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2015 年在贵阳搭建数博会平
台，招揽各方企业、英才。已有阿里巴巴、京东、腾
讯、浪潮、高通、惠普、思科、IBM、微软等大数据领
军企业落户，重点培育集成电路、智能端产品制造、云
平台运用等产业。

贵州发展大数据也给怀揣着梦想的“创客”以圆梦的机
会。在“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中国痛客大赛的
参赛者中，既有国内一线城市的青年，也有来自境外的寻梦
人。众多投资机构纷纷来到贵州，寻找好项目。

同时，贵州积极公开政府数据，为创新创业提供基础
资源，同时营造最能容许试错、包容失败的“实验田”环
境，为梦想者圆梦“筑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
新统计显示，大数据带动贵州新增从业人员 4 万人，全行
业达到 16万人。贵州已成为全国大学生流入地。

据了解，大数据是贵州省“十三五”时期重点实施的
两大发展战略之一，该省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大数据为引
领的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数据资源共享，打造全国大
数据发展战略策源地、政策先行区、创新引领区和产业聚
集区。

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表示，该省将以建设国内首个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厚
植大数据发展优势，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
利用、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资源流通、大数据产业聚
集、大数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 7 个方面进行系
统性试验，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商用、政用、民用价值，为贵
州实现后发赶超培育新动能，壮大新实力。

本报江西赣州 5 月 28 日电 记者
刘兴报道：今天上午，赣州港首列家具专
列正式发车，标志着该港铁路专线正式
投入运营。凭借海铁联运、陆铁联运的
强大运送能力，赣州将构建起以集装箱
多式联运为特征的现代物流体系，推动
赣南革命老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赣州港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 4 亿
元，一期年运量可达 20 万标箱。专用线
从京九线南康站北端 W1 号道岔出岔，
沿京九铁路下行线往北，依次上跨大广
高速，下穿产业大道，之后向东进入京九
铁路南康站货运装卸站。

据悉，赣州市南康区有家具企业
7000 多家，从业人员 40 万人。专用线
项目建成有助大批家具出口企业的货柜
通过铁路专用线运向港口，实现公铁海
联运。

右图 5 月 28 日，赣州港铁路专线

通车现场。 杨晓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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