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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有温度 幸福更有质感
—— 读 者 寄 语 2017

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村人，2004年从清华大学通信
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在大型通信设备公司担任销售总
监，和同是硕士毕业的妻子在北京购了房、买了车，生活过
得也算安逸。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我发现周围的
同学朋友都格外青睐老家的新鲜农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
商机。2014 年，我决定辞职返乡创业。创业过程虽然艰
辛，但有家人的支持、乡亲的帮助，几年来收获很大。

我创办了绿色养殖农场，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方
式，帮助乡亲们通过养殖、种植脱贫致富。同时，建起了电
商平台，专门销售家乡的野菜山货，农场新鲜农产品通过
网店直接发送给顾客，既方便又快捷。为了消除消费者的
疑虑，我们还把农场的实景“搬”进手机，通过在线视频，让
消费者可以观看农场的实时状态。2016年，农场销售额突
破500万元。

2016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农业农村发
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
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这更加坚
定了我的初心，相信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力度加大，农村
的广阔天地一定大有作为。

新的一年里，我期待有更多在外奔波的“能人”加入到
返乡创业行列。同时，也希望政府在信息公开、资金扶持、
技术培训、物流配送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更加精准到位
的服务，帮助返乡创业者解决实际问题。此外，我还期盼
创业创新氛围能更加浓厚。我返乡之初，有人拍手称赞，
也有人扼腕叹息。这说明，很多人对创业创新认识不到
位。对此，应加大对创业典型的宣传力度，引领尊重创业、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氛围，这样才能有更多人敢创
业、敢作为。

（河南省叶县县委 梁宝辉整理）

河南叶县返乡清华硕士景奇——

期待多些“能人”返乡

我是江西省南城县一名生猪养殖专业户，以前最头疼
的事就是猪场里病死的生猪不知怎么处理才好，而养殖废
水和气味也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引来周围村民的
抱怨，自己在里面干活也不舒服，还带着一身臭气。

2016年岁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力争在“十三五”
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
题。这让我们养殖户深深感到中央政策离我们很近。

农村养殖，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但养殖产业又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餐桌质量，要“鱼”和“熊掌”兼得，唯一可行的就

是走生态养殖之路，加快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和资源化。
一是努力实现粪尿“零排放”。将粪便、污水干湿分

离，通过发酵有效分解，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是
努力实现病死生猪“零丢弃”。2016 年 7 月，县里建设了
全市首个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病死生猪经高温
灭菌干燥和微生物技术处理后，就变成了生物有机肥原
料，不但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实现了变废为宝。希望各地
能尽快将病死生猪完全纳入无害化处理轨道中来，确保畜
产品的质量安全。

（江西省南城县县委 揭方晓整理）

江西南城县生猪养殖专业户贾建斌——

希 望 畜 禽 养 殖 不 再“ 黑 臭 ”

我是安徽砀山一家小餐馆的老板，2016 年 5 月，国家
全面实施了包括生活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
四个行业在内的“营改增”，我所在的行业正好属于生活服
务业改革范围。开始，我对“营改增”是有抵触情绪的，因
为担心会多缴税，业务办理会更麻烦。没想到，改革半年
多以来，“营改增”给我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让我切实
享受到了实惠。

一方面，减轻了负担。现在，一个季度不超过9万元营
业额的，都不需要缴税，进一步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办
税更加方便。现在，很多业务都可以网上办结，比如领发
票可以网上申请，直接邮寄到家，而且费用由税务局负
担。以前，有些业务涉及工商、国税和地税，经常要两头
跑、三头跑，有时候资料不齐还要重新跑，现在营业执照和
税务登记证实行“两证一码”，我们县国税局、地税局合署
办公，办理业务不用再多头跑了。

惊喜越多，带给我们老百姓的希望就越多，期盼也就
越多。2017 年，我期盼“营改增”的惠民政策更接地气，能
够让更多小微企业纳税人受益。

一是希望加强宣传，现在有许多商户对政策了解不透
彻，导致不能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希望税务工作人员
能够充分利用网络、APP客户端、纳税人学堂等多做宣传。

二是希望适当扩大政策范围。目前纳税信用等级为
A、B级的纳税人，凭借自身的信用等级就可以到商业银行
申请到贷款，这解决了很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个体
工商户、因为经营年限不够等原因造成没有信用等级的，
就不能享受到这样好的政策，希望能够适当扩大政策的使
用范围，帮助我们发展。

三是希望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目前，我们小规模纳税人还没有资格领取专用发票，这限
制了我们的发展。希望国家能尽快将餐饮业等小规模纳
税人纳入试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范围。

（安徽省砀山县 陈 阵整理）

安徽砀山餐饮业个体户陈基伟——

盼“营改增”更接地气

2014 年 1 月，我租种土地 300 亩，成立了宣威市“兴之
蓝”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组织和带领村民种植蓝莓，大力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两年来，乡党委、政府以实施“双推进”为契机，把蓝
莓种植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2016 年，乡扶贫办、农技
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联合帮助村民种植蓝莓 300 亩，为村
民免费送来蓝莓种苗 8 万株。同时，还选派科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种植和管理。在蓝莓种植过程中，我尤其
注重加强经营和管理，今年，我所种植的蓝莓已逐渐成
熟，市场供不应求。现在，每亩产蓝莓 100 公斤左右，除
去成本，每亩纯收入 1 万余元。一年下来，实现收入 300
多万元。

2016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优化经营结构，把促进规模经营与脱贫攻坚和带动一般农
户增收结合起来，促进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着眼提高
农业全产业链收益，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
这让我们种植户有了新的希望和盼头。新的一年，我希望
精心管理好自己的“兴之蓝”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和带领
村民扩大蓝莓种植经营规模，精心打造优质蓝莓品牌，提高
蓝莓的质量和效益，让致富的步伐更加坚实。

（云南省宣威市文兴乡 周均虎整理）

云南宣威市“兴之蓝”合作社朱勋波——

小蓝莓敲开“致富门”

我今年 31 岁，高中没毕业便在浙江打工。
前两年，为了照顾家人，也想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我决定不再出外打工，和父亲一起在家种田。

2016 年，我流转的土地达到了近 2000 亩。
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下，我扩建了一座占地
600 多平方米、可以储存 100 多万公斤的粮库，
并投资 100 多万元购买安装了 3 台大型烘干设
备，解决了附近农户的“晒谷难”问题。2016 年 9
月，我被江西省农业厅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

为了掌握更多的农业科技新技术，增加种粮
的收益，我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培训班。通过学习，我了解了当前
国家“三农”政策和国际国内农业发展形势，开阔
了眼界，也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通过科学的田
间管理，我家今年收获粮食 120 多吨，除去各项
开支，纯利润有 40 多万元。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
村工作的主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这为我们“三农”发展
指明了方向。新的一年里，希望国家能加快调
整和落实惠农政策，完善粮食补贴和保护收购
制度。探索粮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让粮食生
产者分享加工销售收益。粮食收储部门要严格
执行国家政策,做好仓储调剂,落实收购资金,
保证敞开收购。大型粮食加工企业也应帮助农
民收存粮食，调整价格机制，让利于农民。只有
让农民种粮有奔头，让我们这些种粮大户吃上

“定心丸”，粮食能够产得出、卖得掉，才能继续
保持粮食生产好势头，从而牢牢地把饭碗端在
自己手中。

（江西省浮梁县 吴国庆整理）

江西浮梁县种粮大户汤有石——

农民种粮更有奔头

作为一名基层的科协干部，我在实际工作中
切实感受到农村贫困户的脱贫压力。目前，贫困
户大都面临着学历水平低，脱贫技能缺，脱贫渠道
少等问题，特别是他们对国家政策认识不足、理解
不够，严重制约了我们基层干部脱贫帮扶的效果，
成为脱贫攻坚路上的“硬骨头”。

近期，国家印发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
施方案》，明确了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重点
任务、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我希望各项科技扶
贫措施能尽快落地，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一是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希望中央、省、市
能加大对村级科技示范园、基层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等项目的扶持力度，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为
贫困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是要加强科技培训力度。贫困户是脱贫工
作的主体，科技帮扶最终要在帮联贫困户上发挥作
用，就离不开贫困户自身能力的提高。因此必须要
加大科技人才的对接援助。希望组织各级科技学
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技专家，对接设立镇村产业
发展科技信息与人才帮扶点，在解决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技术难题的同时，为当地的产业可持续发展、贫
困户的长远可持续性脱贫提供智力支持。

三是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形成多方合力。
要发挥政府投入主导作用，推进部门之间、政府与
社会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和规划衔接，构建
大扶贫开发格局。

（江西省余干县 祝 锋整理）

江西余干县科协李淑慧——

啃下脱贫“硬骨头”

临近年终，面对即将到期的店铺租赁合同，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但愿房租不要涨价。我的店铺
位于城区次干道的末端，周边小区很少，客流量有
限。每年的租赁合同续签时，房东都会借机涨价，
又加大了我的成本。房东的理由是“房价涨，租金
也肯定要跟上去”，面对强势的房东，我们这些租
户完全处于被动。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住房
租赁市场立法；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又再次强调，要“规范住房
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这可谓对症下药，直
击痛点。

作为一名小个体户，我期盼新的一年里，相关
政策能够逐步落地，逐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走上租
赁和投资和谐共赢的健康发展之路。

首先，希望把房屋租赁纳入物价监管的范
畴。房屋租赁市场一直是国家监管的真空地带，
如果相关部门联动，根据房屋所处地段的不同，结
合当地物价水平，以及经营环境的变化等因素，进
行科学的论证，给出合理的指导价格，将使房屋租
赁市场更加和谐、更加理性。

其次，加快对住房租赁市场立法，规范房屋租
赁合同，这有利于保障房东和房客双方的权益，规
范住房租赁市场。

（湖北省丹江口市 胡 萱整理）

湖北丹江口市市民张军——

但愿房租别涨价

编者按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之 年 。 许 多 读 者 来 信 表 示 ，希 望 新 的 一 年 能 使 改 革 发 展 成 果 更 多 更 公 平 地 惠 及 广 大 群
众，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让发展更
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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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6年12月23日，四川华蓥市永兴镇大佛山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血橙丰收。 邱海鹰摄
②2016年12月22日，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义乌小商品城内,新年饰品格外走俏。 曹建雄摄
③2016年12月12日，河南正阳县熊寨镇王楼村63户贫困户喜领富贵合作社分红款。 贺永明摄
④2016年12月27日，江苏东海县农开项目区小学生在迎新年活动中做剪纸年画。 张正友摄
⑤2016年12月26日，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中心小学学生展示收集和创作的有关“鸡”的作品。 杨显有摄
⑥2016年12月25日，安徽定远县定城镇定西村的40位贫困户高兴地领到脱贫光荣证。 冯再雷摄
⑦2016年12月27日，安徽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绿世源农业有限公司草莓大棚，果农正在采摘草莓。 张大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