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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飘着雪花，气温低得让人冻
手冻脚，但贫困户蔡兴林的脸上挂满
笑容，因为村里要分红啦！听到主持
人喊自己名字，胸前戴着大红花的蔡
兴林走上主席台，从扶贫干部手中接
过了3542元的分红和奖金。近日，在
甘肃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稻坪村，记者
看到了这样一幕。

“以前自己单打独斗，找不到脱贫
的门路。”蔡兴林所在的稻坪村山大沟
深，发展受阻。2018 年 3 月，稻坪村
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结合农村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

“三变”改革，成立了徽县青泥岭稻坪
树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化劣势为
优势，走上了“靠山吃山”的脱贫道路。

在发展过程中，稻坪村探索出了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电商”的党
支部领导下的“集体+个体混合经济
模式”。通过“党支部领导、集体控
股、群众参股、贫困户配股”的形式，
把特色养殖产业搞得红红火火。合作
社成立时，按照每千元一股的标准，蔡
兴林自筹 2000 元，加上帮扶单位给
每个贫困户分配的1000元股金，在合
作社入了3股。

近一年的时间里，合作社通过蜂
群繁育、承接培训任务等多种经营方

式，实现营业收入 63.2 万元，利润
46.7万元。此次分红大会，79户股民
分红 25.5 万元，村集体分红 21.2 万
元。稻坪村党支部书记尹守明说：“现
在，咱农民也有了‘年终奖’。”

此外，稻坪村还按照“村民挣1万
元，村里奖励300元”的激励政策，对
村民自己创收进行鼓励。

平时，蔡兴林到合作社参与场地
平整、蜂箱搬运以及人工种植蜜源等
工作，每天有 100 多元的报酬。他
说：“2018 年，在合作社打工的收入、

合作社股金分红，再加上每年 8000
元的护林员补助，我家脱贫没什么问
题了。”

稻坪村的变化是甘肃省全面推进
农村“三变”改革的一个缩影。2017
年下半年以来，甘肃在全省9746个村
深入开展农村“三变”改革，不仅创新
了农业经营组织方式，还带动了农村
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为农业农村发展
注入了活力。目前，甘肃省参与“三
变”改革的 93.13 万户农户已获得入
股分红 6.21 亿元，户均 666.33 元，其

中贫困户41.66万户，获益4.01亿元，
户均963.75元。

通过打造“股份农民”，突出入股
这个核心，甘肃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了
土地股、资金股、扶贫股、古树名木股
等多种股权形式。目前，共有村集体
和农户的 233.82 万亩耕地、66.64 万
亩林地、17.93 亿元资金、折价 14.09
亿元的房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量化
入股到各类经营主体。

甘肃还围绕牛、羊、菜、果、薯、药
六大产业，利用“三变”改革整合支农
项目资金，吸引撬动各类社会资金和
经营主体投入农业生产领域，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各地在实践中探索
出“三变+特色种养业”“三变+乡村旅
游”“三变+田园综合体”等11种成功
模式。全省参与“三变”改革新型经营
主体达到11730 家，其中各级龙头企
业179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9933家，
带动农民增收作用明显增强。

在徽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
为带动产业扶贫、推动产业振兴最有
力的“新引擎”。徽县县委书记王
强说，近年来，全县共有 356 个农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实 现 分 红 ，分 红 总 额
7015万元，贫困户分红 2269.5 万元，
村集体分红845万元。基本形成了以
苗木产业为主导，以畜牧养殖、食用
菌、中药材等为补充的特色产业格局，
全县发展特色产业97.8万亩，产值达
到28.9亿元。

咱农民也有了“年终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1月3日，稻坪村在村里的广场举行股民分红大会。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1月18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实施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
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同时，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小型微利企业标准。

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推出的政策是今年减税
降费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大力度减税的
重要体现。总体来看，此次推出的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重点聚焦在3个方面：

一是突出普惠性实质性降税。在小微企
业减税政策中，进一步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条
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小微企业标
准高值衔接。这次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
税，惠及1798万家企业，占全国纳税企业总
数的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

此次推出的减免政策预计每年可再为小
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小微企业对经济
发展、扩大就业及科技创新均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通过优惠政策使小微企业大幅降低税
收负担，政策着力精准，有利于增强小微企业
发展动力，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小微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
业，减税政策对于带动民营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二是增强企业获得感。将现行小微企业优惠税种由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扩大至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8个税种
和2项附加。同时，在降低小微企业实际税负的同时，引入超额累进计
税办法，小微企业年应税所得不超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
部分，实际税负降至5%和10%，年应纳税所得不超过300万元的企业
税负降低50%以上。小微企业四项政策均可追溯享受，自今年1月1
日起实施。

三是切实可行、简明易行。在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方面，通过扩范
围、加力度，直接降低实际税负，增强小微企业享受优惠的确定性和便
捷度，减少税收遵从成本。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税标准，直接由月销
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也是直接提高
标准、放宽范围。同时，兼顾地方财力差异，采取了允许地方可在50%
幅度内减征6项地方税种和2项附加的措施。

“增值税涉税覆盖面广，通过大幅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方式进行免
税，是普惠性税收减免的体现。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
策的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
惠，有助于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助力
科技发展，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李旭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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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 年
生于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
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
年考进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
乡任教，并投身上虞县农民运动
之中。1930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
学读经济系，后转入铁道传习
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他毅然停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
工作。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
华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
备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
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
总编辑。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
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
创刊号诞生。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
著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
总部和第 129 师刘伯承、邓小平
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
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
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
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大
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残
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报馆经常
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间断。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
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

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
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
馆。何云率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
和战斗。

在危急关头，何云对身边的
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
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
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5 月
28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
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
伤，昏倒在地。当被医护人员抢
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
那边的同志吧！”当医护人员检视
完别的伤员再来看他时，他已经
牺牲了，时年37岁。

文/新华社记者 方问禹
（据新华社杭州电）

何云：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

本报北京1月19日讯 记者曹
红艳报道：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举行，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2018年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所有约束性指
标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达到“十三
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李干杰说，2019年是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一年，将着力做好积极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等12方面工作。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
面，将支持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实施重污染行业达标
排放改造，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

制定实施支持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
环境政策举措。

——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方
面，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继续实施重
点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积极稳妥推
进散煤治理，深入推进钢铁等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
合整治、工业炉窑综合整治。

——碧水保卫战是今年污染治理
的重头戏。2019年，要全面实施长江

保护修复、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
合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攻坚战
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开展长江流域
国控劣V类断面整治，重点推进未达
治理目标的重点城市以及长江经济带
地级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推进环
渤海区域陆源污染治理，完成 2.5 万
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在净土保卫战方面，今年要
推进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推进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和试

点。制定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深化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进
一步削减进口固体废物种类和数量。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和废铅蓄电
池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推进地方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李干杰表示，2019年将启动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筹开展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打击固体废物及
危险废物严重违法行为等强化监督。

坚决出击保卫蓝天碧水净土

今年将启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左图 1月19日，民警在排查动车检修基地铁路线的安全隐患。当日，北京铁路公安局启动高铁动车入库安
全保卫工作，民警们实施24小时巡逻检查等一系列措施，保障高铁和动车安全运行。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右图 1月18日，江西省南昌市“邱娥国志愿服务团”及南昌南车辆段的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售票、问询等服
务。当日，“邱娥国志愿服务团”春运“暖冬行动”启动。 陈 莉摄（中经视觉）

全 力 以 赴
备 战 春 运

○ 优惠税种由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扩大至资源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等8个税种和2项附加

○ 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

税将惠及1798万家企业，占全国

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

○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税

标准，直接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

到10万元

（上接第一版）
服务业部门增加值核算中发

生的误差是我国历次 GDP 数据
修订的重点所在，也是GDP核算
误差的主要来源所在。因此，应
充分利用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的契机，对服务业进行
摸底，把握目前经济实况，从而在
初步核算时，提高推算所得数据
的质量。

此外，统计核算方法应根据
经济活动的新变化进行动态调
整，特别是对新经济等新发展模
式建立时效性强的调查制度及调
查方法，从而提高初步核算数据
的可得性与准确性，从而进一步
减小误差。

2019年，我国将实施普查年

度（即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2020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全国数在总
量、速度和结构上的基本衔接。

李昕表示，初步核算与最终
核 实 数 据 的 差 异 不 是 由 地 方
GDP数据质量问题导致，而是由
1985年建立的GDP 分级核算制
度 导 致 的 。 在 地 区 核 算 本 级
GDP数据中，跨地区生产经营活
动在核算过程中容易出现地区归
属权问题而导致的重复计算；各
地物价差异容易导致地区实际产
出最后加总不等于以统一物价水
平核算的全国产出；地区间有关
服务核算覆盖与资料来源较国家
层面更广泛。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
提出，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
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遴选试点品种，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实现药价
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目前，
试点已完成集中招标采购，进入落地
实施阶段。

“以往药品招采中存在的量价不
挂钩、招采不合一、回款不及时、医院

进不了、‘带金销售’等问题，导致药价
虚高、‘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存
在。”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
说，本次招采设定了严格的规程：要按
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
品总用量的 60%至 70%估算采购总
量，进行带量采购；招采合一，保证使
用；确保质量，保障供应，对中选药品
生产、流通、使用进行全链条质量监
管；保证回款，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条件的
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整个试点
工作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集中招
采阶段，去年 12 月已经进行，药品中
选结果已经公布，25 个产品中选，平

均降价幅度52%。第二阶段为中标结
果的落实和配套。第三阶段为评估、
总结阶段。

招标采购完成后，确保中选药品
进入医疗机构是《方案》落地实施的关
键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
管局局长张宗久介绍，将对卫生健康
部门和医疗机构提出要求：不能因费
用控制、药占比和医疗机构品规数量
等要求影响中选药品的合理使用与保
障供应；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化用药结
构，将中选药品纳入医疗机构药品处
方集和基本用药供应目录，严格落实
按通用名开具处方的要求，确保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用中选药品；卫生

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指
导和监督，督促公立医疗机构按约定
的采购量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药品。

药品价格降低的同时或多或少
会引发人们对药品质量随之下降的
担心。对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袁林表示，国
家药监局将采取措施，保障中标的
产品降价不降质，防止一致性评价
变成一次性评价。要求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对中标的药品进行全覆盖的
现场检查，要求企业必须严格依法
依规按要求生产，坚决防止出现低
价中标后生产低质甚至劣质药品危
害公共健康。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全覆盖检查保证药品降价不降质
本报记者 吴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