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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新英

凉亭里下棋，湖畔旁漫步，垂钓、采
摘，这是在明水县各乡村的“村民公园”中
经常能看到的画面。“农闲的时候，白天我
们就在这钓钓鱼、溜达溜达，晚上没事儿
在这跳跳广场舞，可好了。”村民公园的常
客，明水县双兴镇双发村村民吕洪宝这样
说道。据悉，为接续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明水县确定了乡村
振兴二十项升级工作。“将广场升级为公
园”便是乡村振兴“升级版”的内容之一。

如何发挥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的引
领作用？明水县探索打造乡村振兴“升级
版”，开展上善文明户、致富奔康户、上善
老人、上善好人、上善贤人、上善能人等

“两户四人”评选活动，筑牢思想引领，打
造秀美乡村。

“村民广场”升级为“村民公园”
你们村有公园吗？我们村有。双发

村的村民公园已经小有名气。它的核心
景观是“映心湖”。“这是臭水沟向文明湖
的华丽转身。”明水县双兴镇党委书记付
金凤介绍说，该村从去年六月开始动工，
目前已建成总占地面积约 15万平方米的
村民公园，将来还会在公园内修建红心亭
和连心桥。

“自从有了村民公园，常有县城的人
找到我，想在村里买房。”双发村党总支书
记李中付颇为自豪，“我告诉他们，买可不
行，政策不允许，可以租。”李中付说，以前
是农村人往城里挤，现在也有城里人要来
农村住了，闲置的民房也有可能出租赚到
租金了。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着公园里的
美景和舒适，不少游客也因美景前来观

光。双发村以公园为中心，划分出休闲娱
乐区、观光区、采摘区和生态保护区。

李中付介绍，“映心湖”西侧的采摘区
分六片区域，分别栽有黄太平果、红铃铛
果、李子等近千棵果树，每年都会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游玩采摘。公园内陆续栽种
了丁香、刺梅、云杉、垂柳等景观花卉，只
待绽放。

如果说双发村村民公园主打“大气”，
那么，双利村的村民公园则称得上“精
致”。双利村的村民公园建在周起凤屯。
樱桃采摘大棚、水上游乐项目、凤舞广场，
回廊、小桥、秋千、果树应有尽有，一草一
木尽显细微处的精雕细琢。值得一提的
是，公园里的果树都是村民从自己小园移
栽过来的，为了让“我的村”更美，村民纷
纷慷慨解囊，还积极争取公园休整和管理
的公益岗位。

“两户四人”评选尽显家风民风乡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
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
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
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
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

明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高阳介绍，去
年明水县开展了第一届的“两户四人”评选
活动，旨在通过表彰提高广大农民文明素
质、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通过开展系列
评选活动，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热情，用榜样的力量提升农民道德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下转第四版）

感受文明乡风 一览秀美乡村
明水县探索乡村文明实践促进乡村振兴侧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郁琼
源）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为助力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税务部门发布新版
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从支持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涉农产业发展、激发贫困
地区创业就业活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鼓励社会
力量加大扶贫捐赠六个方面，实施了 110
项推动脱贫攻坚的优惠政策。

指引明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农村

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将优化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转让土地使
用权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
生产免征增值税，农村土地、房屋确权登
记不征收契税等政策，将助力贫困地区增
强“造血”功能。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限额内
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
税……国家不断加大创业就业政策支持
力度，扩大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范围，加强

对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或特殊群
体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有力增强了贫困
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税收政策通过免税、减计收入、准备
金税前扣除、简易计税等多种方式，以农
户和小微企业为重点对象，鼓励金融机构
和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加大对扶贫
开发的金融支持力度。如金融机构农户
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
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等。

支持脱贫攻坚

新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来了！

□解琳琳 王鹏宇 本报记者 张桂英

“复工以来，供电公司给我们的帮助就不断，先是
用微信视频为我们巡视检查供电设备，现在又降电费
5%，企业能省下十几万元，太给力了！”黑龙江珍宝岛
药业公司总经理李天翥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与重点建设项目开复工工
作，省电力公司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接连出台助力复
工复产及阶段性降费等系列政策，以“行动+措施”打
出一套电力组合拳。

线上线下服务复工复产
日前，为助力省百大项目之一的绥芬河东宁机场

建设，牡丹江供电公司战“疫”同时克服困难，对 10千
伏东机线和曙机线两条线路进行现场勘测工作。

为保障省百大项目用电需求，省电力公司组织各
地市供电公司研判形势，与属地政府和项目建设方协
调配合。一方面坚决做好现场疫情防控，确保电力职
工安全施工；一方面按照“先实物、再协议、后订单”的
方式，提前做好物资进场计划，协调供应商最大化满足
电力工程复工物资保障，确保按期完成建设投产任务。

现场服务不停歇，线上复工再接力。为了解决省
百大项目中节能（齐齐哈尔）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网问
题，齐齐哈尔供电公司技术人员针对电流互感器容量
和绕组数进行了在线讨论。

“经过十几天的‘试运行’，现在微信群俨然成为了
‘指挥部’，每天大家会逐一汇报工作最新进度。”齐齐
哈尔供电公司电力设计院院长张晓东感慨地说。

记者从省电力公司了解到，目前全省各地市供电
公司均成立了线上“指挥部”，主动对接服务重点工程
项目，助力企业早开工、早投产。

降费政策助力企业解困
近日，大兴安岭供电公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来到大兴安岭中石油管道有限公司，宣传阶段性降
低电费政策，并现场为该企业算一笔账：已发生的2月
份电费，即可节省65万元。这对企业来说可谓喜从天
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
企业帮扶力度”要求，省电力公司在已出台《应对疫情
影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12条举措》基础上，再出降电
费政策，为企业纾困助力。

“本次降价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据初步
测算，将惠及全省约165万余户企业，占全省工商业客
户 176万户的 90%以上，总体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约
7.92亿元。”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永莱说。

省电力公司出台的《严格执行阶段性降低用电成
本政策十项具体措施》明确，从2月1日至6月30日，减
免省内非高耗能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的5%，
所涉及的电费不向上游的发电企业传导，也不向征收
的政府性基金分摊。同时，通过继续深入落实报装接
电专项治理23条，明晰客户配套工程投资分界点和取
消计量装置校验费、带电接火费，落实保障黑龙江自贸
试验区建设20项措施，预计今年还可再降低企业办电
成本7.8亿元。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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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百大项目之一，位于哈尔滨哈南
工业新城的益海嘉里哈尔滨公司面粉厂
房二期项目完成主体建设近日封顶。

据悉，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油脂深加工项目
及面粉厂二期附属设施项目。其中油脂
深加工项目已投产。面粉厂二期附属设
施项目计划总投资1.73亿元，将于2020
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占地面积8.6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日处
理小麦 600 吨，项目达产后年产面粉
13.12万吨。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益海嘉里面粉厂
二期项目封顶

□冯宏伟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林业停伐后，怎样寻出路、求致富、谋
发展，是摆在吃惯了木材饭的几代林区人
面前的新机遇、新挑战。这对于大兴安岭
呼中区呼源镇地道的“林二代”职工吕美
全同样如此。

随着转型的不断发展，呼中区委区政
府倡导网络销售本地富集的偃松籽、蓝
莓、红豆、蘑菇、木耳等特色山产品，吕美
全也成为呼中区网络微商较早的一批先
行者。好产品、好销路让吕美全尝到了网
络的好处，在本地和外地招收了代理商，
算下来年均收入能达到 6万元。吕美全
笑呵呵地说：“现在正着手建立淘宝店铺，
要把本地的好产品面向全国销售。”

林业转型，旅游是块大蛋糕，吕美全
也瞄准了这一点。

2019年，吕美全利用旅游转型发展的
契机，投资20万元在呼源镇改造了300平
方米废旧民房，开起了“福禄园”小火炕养
生家庭宾馆，提供游玩、餐饮、住宿于一体
的养生民宿服务。他自信满满地说：“咱
大兴安岭所有的景区、路线、民宿建设我
都考察了一遍，游客肯定不愁，而且呼中
区这些年全力打造的“中国最冷小镇”文
化旅游品牌也是大有名气，呼源镇内有大
白山景区、苍山石林、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是呼中区的旅游富集地，而且景区路都要
修成柏油路，开民宿肯定赚钱。”

吕美全说的并非空话，他和漠河市旅
行社对接，2019年 7月份试营业了两个多

月，接待了来自北京、四川、深圳等全国各
地游客 160 余人，纯利润达到了 1 万元。
同时，与漠河市多家民宿互推互荐，实现
共赢。

吕美全说：“来的游客都愿意住小火
炕，吃这儿的小笨鸡、有机菜，享受森林康
养。蓝莓、松杉灵芝、黄芪、偃松籽等山产
品都是游客们的最爱，家里还有快递业
务，要多少直接打包邮走。”

而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吕美全刚起步的民宿按下了“暂停键”，原
本定好的150人深圳团因为疫情也取消了
行程，但这并没有打击吕美全的信心，他
利用这段“假期”要好好完善他的农家院，
停车场、采摘园、客房软环境、服务软实力
都在进一步规划完善中。

说起长远规划，吕美全说：“想在呼中
开一家自己的旅行社，带动呼中的旅游，
闯出一条旅游路、富裕路。”吕美全对未来
的发展信心十足。

吕美全“林二代”自信满满开民宿

本报讯（丁立贺 李磊 记者王
玮）走进绥棱数据小镇所在的办公大
楼，“云经济”气息扑面而来。这边，
主播在带货直播，那边，电商接单到
手软。去年 12月 1日挂牌成立的绥
棱数据小镇，目前已成功入驻网络公
司 21家，电商 20多家，从业人员 500
余人，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亿元。

紧跟新业态经济前沿趋势，大力
发展网络经济、智慧产业，绥棱在全
国率先组建了集数据审核、标注服务
外包、主播孵化、电商平台等十大功
能于一体的绥棱数据小镇，对入驻企
业商家实行“专班服务”，“一个企业、
一名领导、一名联络员、一包到底”，
确保每个企业顺利入驻，快速运营。

在小镇一楼，富瑞粮源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邢百峰正在热销绥棱粘
甜玉米。一个人一张桌一台电脑，鼠
标轻点，平时一天二三百单，做活动
时一天能卖上千单，每月净赚一两万
元，绥棱特产也因此走进千家万户。

广州鼎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绥
棱分公司的“排场”比较大，“占据”了

一层楼，总经理李龙羽说：“小镇不仅
提供了办公用品，还提供了住宿、广
告助推、展会、考察、策划店铺注册及
装修等一系列服务，及时热情周到。”

数据小镇正在展现“小支点，大
平台”的风采。据绥棱数据小镇管理
服务办公室主任李耀卿介绍，小镇引
进的项目都属于互联网轻资产产业，
具有生态环保、签约即落地、落地即产
生效益等优势。除了鼎娱传媒规模
比较大，小镇还引进了杭州顺网科技
公司投资5000万元建设云PC基站，
预计年创产值可达 1至 3亿元以上；
北京热热网络科技公司投资 1500万
元建设大数据机房、云谷网络科技
公司百度贴吧数据审核业务，预计
年产值 6000万元以上；黑龙江水西
庄电子商务公司信息标注、采集业
务，预计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以上。
这些项目全部达产后，明年底数据
小镇从业人员将近 2000人，预计总
产值可达 5~10亿元。数据小镇在催
生新产业和带动就业的同时，也将成
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云经济”气息浓郁 预计年产值2亿元

绥棱有个数据小镇

□本报记者 蒋平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一个年轻人突
然倒地，嘴唇发紫脸发黑，心跳停止，没
有呼吸。危急时刻，在附近带孩子踢球
的项医生挺身而出。疫情期间，他毫无
顾忌地摘掉口罩，将挽救生命放在第一
位，给这位年轻人做人工呼吸，挽救了一
条鲜活的生命。”6月 25日下午，一条在
朋友圈频频刷屏的信息收获了网友的大
量点赞，人们竞相转载龙江医生救治的
感人瞬间。

当天，哈医大肿瘤医院头颈外科鼻

咽喉口腔二病房副主任项丞在陪孩子进
行足球训练期间，利用心肺复苏在“黄金
五分钟”内从死神手中抢回了一名心脏
骤停的年轻人，周围市民报以热烈掌声。

危急时刻，他选择挺身而出
6月25日下午3点30分左右，正在哈

尔滨西城红场附近的足球场陪孩子训练
的项丞听到了身后嘈杂的人声。“我一开
始以为是有人吵架，但是后来注意到周围
群众的目光都是向下看的，而不是正常的
平视交流，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倒地了，
就赶紧过去。 （下转第四版）

哈尔滨街头上演“生死急救”
带孩子踢球的项医生忘危施救“黄金五分钟”起死回生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陈
贺）日前，随着哈尔滨新区企业开办
直通车与中国银行系统完成对接，哈
尔滨新区与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同步
在全省率先实现企业开办全流程一
体化服务，真正做到在一个工作日内

“只跑一次”即可完成企业开办的全
部手续。

近日，黑龙江树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作为第一家体验自贸区哈尔滨片
区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体化服务的企
业，在线上办理完成了企业设立登记、
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和银行对公账户
预约开立等手续。企业负责人来到中
国银行哈尔滨新区分行，在新区与中

国银行共同设立的政银企合作窗口拿
到了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完成了银
行开户的资料审核和账户激活，并当
场获赠了企业全套公章和财务印鉴。

据了解，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发挥
“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精神，继 2019
年末在全省率先启动了企业登记4.0
版“秒批”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服务，在省市场监管局和中国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支持下，率先打通了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体化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即银行对公账户预约开立，真正
实现了企业设立、申领发票、社保登
记、银行开户、公章刻制等“五环节”
一日办结。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项丞医生（右）救人现场。 视频截图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