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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高质量发展看宜昌

本报讯 (刘利涛 张治有)10月26日，商洛采取“5G
大连线、融媒大直播”的形式，举办“商洛核桃·仁赢天下”核
桃产品交易会商洛——欧洲“商洛核桃”专列首发融媒云直
播活动，有37.1万人在网上参加直播活动。现场700吨核
桃产品由商洛——欧洲“商洛核桃”专列发往哈萨克斯坦等
5个中亚及欧洲国家。

据初步统计，商洛核桃产品交易会从9月中旬开始以来，
高位推动、部门联动，立足市场、注重实效，精心策划、扎实推
进，通过线上线下互通，实现国内国外市场融合，已收购核桃
坚果12.6万吨、核桃仁1.8万吨，销售核桃坚果0.7万吨、核桃
仁1.3万吨、核桃深加工产品0.3万吨。在国外市场，与阿联
酋、意大利、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经销商签订核桃产品出口
订单2171吨，其中海运1277吨、铁路运输894吨，总交易额
1.5亿元人民币，创汇2343万美元，增加税收1350万元。在
国内市场，与河北养元、安徽洽洽、沃尔玛、红星美凯龙、中石
化等集团公司签订了核桃产品长期供货合同。

商洛核桃产品

交易会收获颇丰

今年以来，市税务部门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扎实推进“放管服”改
革，落实“容缺办理”“首违不罚”，开展税惠政策“管家”式服务
辅导，实现放到位、管得细、服务优，让税务执法更有温度，办
税缴费服务更加精细，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聚活力、添动力。

实行“容缺办理”，办税缴费少跑路

“没想到资料不全还能把业务办下来，这样我就不用
再跑一趟了，税务部门的服务真贴心！”陕西广源建筑有限
公司商南分公司经理谭晓健连连道谢，原来谭经理从西安
赶到商南县税务局办税厅办理建筑项目登记和不动产交
易手续，忘记带相关资料和证件，准备返回取资料，商南县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核实具体情况后，让谭经理签
了《容缺办理承诺书》，很快就办妥了涉税业务。

市税务局积极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措施，推行办税缴
费业务“容缺办理”，对纳税人缴费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涉税
缴费事项，提供的相关资料不齐全但不影响实质性审核的，
经纳税人作出书面补正承诺后，可先行办理业务，随后补齐
资料。这项便利措施的实施，为时常涉及跨区域涉税事项的
企业带来了便利，更为广大缴费人提供了方便。今年以来，
共“容缺办理”涉税业务350多项次、群众缴费业务2300多
人次，获得了纳税人缴费人点赞支持，满意度持续提升。

快捷贴心服务，税惠政策促发展

“从网上申请到税款到账仅三天时间，税务管家服务
效率就是高。”在收到124万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后，镇
安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高兴地说道，“这一百多
万元退税可真是及时雨，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

镇安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光伏扶贫、消费扶
贫的县域重点企业，作为全县扶贫产业重点项目，为全县45
个贫困村提供贫困户公益性岗位3000多个。但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近来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镇安县税务局

充分运用税收大数据，扫描到该企业符合留抵退税条件，迅
速成立税务管家纳税服务团队，上门进行政策辅导，开通退
税办理“绿色通道”，让企业及时享受到国家税惠政策。

今年以来，市税务局在落实“放管服”改革中，积极推
行快捷贴心服务，成立9支专业服务团队，积极宣传减税
降费政策，上门开展业务辅导，主动联系财政、人行等部
门，简化退税业务流程，压缩退税时间，开辟退税“绿色通
道”，特别是在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中，对符合退税条件的
进行温馨提醒，及时跟进开展一对一、手把手地贴心辅导，
落实退税服务“专员”，为45户纳税人办理留抵退税款
1.79亿元，税惠政策转化为“真金白银”为市场主体注入源
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财行税合并申报，便捷办税更高效

企业轻装上阵的底气，不仅来自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助
力，还得益于一系列“减审批、减资料”的服务举措，切实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据了解，自2021年6月1日起，陕西
省全面推行财产和行为税10个税种合并申报。这是税务
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又一创新举措。“合并申
报太方便了，填一张表就可以申报10个税种。对企业而
言，切实简化报送资料、减少申报次数、缩短办税时间，进
一步优化了办税流程、减轻了办税负担、提高了办税质
效。”近日，镇安县自来水公司办税人员在完成财产和行为
税合并申报后感叹道。

为确保纳税人真正体验到合并申报带来的方便快捷，
商洛市税务部门通过税企微信群、QQ群全天候提供服务
支持，及时解答纳税人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
对重点事项进行提醒指导，确保纳税人问题及时解决，进
一步提升办税效率。

落实“首违不罚”，柔性执法暖人心

“真的不用处罚？太感谢了，税务执法就是让人觉得

很温暖！今后一定按时申报纳税。”陕西宇隆腾翔建材有
限公司经理张诗话感到很意外，由于公司财务人员出差未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纳税申报，在接到商南县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想着肯定会被处罚，
还有可能会影响纳税信用和贷款审批，没想到税务部门的
“首违不罚”举措，打消了张经理的顾虑。

今年以来，商南县税务局在税收监管和执法中积极实
施“首违不罚”制度，对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未按规定
开具发票和税收票证等18项“首违不罚”事项进行审查，
对58户纳税人符合“首违不罚”条件而免于处罚，维护了
纳税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纳税人感受到“首违不罚”制
度的温暖，有效提升了纳税遵从，起到了“无罚”胜“有罚”
的好效果。

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助力创新赋动能

“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税收优惠政策，为
企业带来了更多利好。”陕西福盛钒业公司总经理何毅说，
“我们将加大新设备新工艺研发，推进陕南矿产资源综合高
效利用，让企业在创新绿色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国务院关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实施以来，市税务部门积极行动，梳理全
市科技创新企业名册，印制了税收政策提醒单，税务部
门服务团队第一时间将税惠新政送到纳税人手中，辅导
办税业务，切实为纳税人办实事解难题，增强市场主体
创新发展动力。

陕西福盛钒业公司是一家钒矿采、选、冶于一体的高
科技企业。公司的五氧化二钒提炼工艺“空白焙烧-弱酸
浸出”技术正在进行三期研发，在推进废水循环利用、节能
降耗，提升钒矿石综合利用效能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通
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公司的新产品钒工艺研发
工作将注入新活力。陕西福盛钒业公司财务经理韩耀锋
说：“每季度可以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50多万元，这项
优惠政策让我们公司钒工艺研发驶入快车道。”

税务监管服务有温度 为企业发展添动力
邓勇慧

10月14日，在第十二届中国长江三峡
国际旅游节开幕的同时，“宜荆荆恩”城市群
文旅惠民卡正式上线，持卡人可凭卡享受城
市群内N家景区优惠价。这是以宜昌为首
的4个市州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联手共
绘湖北南翼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诸多大动作
中的一个平常之举。

宜昌、荆州、荆门和恩施都是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四地区域连接，资
源富集，生态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经济
关联度高，在打造绿色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承
载着支撑率先在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
重任。加快“宜荆荆恩”城市群绿色联动发
展，既是湖北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
协同”发展战略的“南部之翼”，也是城市群
兄弟市州抢抓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发展的重大机遇，
四地坚持“资源互享、信息互通、产品互惠、
资金互融”合作共赢理念，采取一盘棋落实、
一条心推进、一家亲商议，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主动适应责任之变、视角之变、要
求之变，在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全省区域发

展布局中找准定位、发
挥优势、做强特色，推动
“宜荆荆恩”城市群绿色
高质量发展，共同打造
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

共建城市群典范。

科学绘制发展蓝图

组团发展，规划先行。在前期调查研究基
础上，提出了“宜荆荆恩”城市群发展未来五年
目标，即区域经济总量力争突破1.6万亿元。
其中，宜昌7000亿元、荆州4000亿元、荆门
3000亿元、恩施1800亿元。2020年，四地经
济总量为9654.57亿元，占全省22.22%。

宜昌会同三地起草了“宜荆荆恩”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三年行动方案、
2021年工作要点、协调机制等，搭建起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框架，围绕城市群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保共治，以及县
域经济互融共进等方面，共建长江中上游创
新驱动绿色发展示范区。

务实构建共抓机制

建立责任清单，加大力度抓落实。建立
“联席会议+办公室+专项推进协调小组”工
作机制，明确由宜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联席会议召集人、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任办公

室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专项推进协
调小组组长，组建规划、交通、产业、生态、公
共服务等若干专项小组，荆州、荆门、恩施对
应明确责任领导。4月20日、5月8日，宜
昌党政代表团先后赴恩施、荆门、荆州考察
学习，探寻路径，对接合作。5月15日，举办
了“宜荆荆恩”城市群协同发展研讨会，来自
国家发改委、武汉大学、湖北省社科院的专
家学者出谋划策。市人大、市政协与荆州、
荆门、恩施进行互访，建立多个互动机制。
组织召开“宜荆荆恩”城市群区域协同立法
联席会议、政协主席联席会议，通过了区域
协同立法框架协议、城市群政协联席会议工
作规则。推行“宜荆荆恩”城市群人社一体
化工作，举办联合招聘专场洽谈会、春季住
房博览会，媒体联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合作联盟等相继成立。

四地县市层面主动探索合作路径。当
阳市会同荆州区、沙洋县和漳河新区共建城
市群协同发展先行区。宜都市和松滋市共
同打造国家级千亿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

合力谋划重大项目

建立重点项目合作库，以项目化推动城
市群发展一体化，初步谋划重大项目351
个，总投资11676亿元。今年计划实施重大
项目45个、总投资2683亿元。

目前，宜昌携手恩施巴东、荆州松滋申

报实施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已开工项目63个，总投资103.2亿元。宜昌
联合荆州、荆门申报的“国家级磷化工产业
集群”，已获工信部1000万元奖补资金。

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联手打造国际知
名旅游目的地，是四地一体化发展的重点
任务之一。围绕实施鄂西旅游联动发展
工程，建设鄂西南特色旅游目的地、长江
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今年率先推进14
项重点任务。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
郑万高铁兴山至巴东段、宜昌至郑万高铁
联络线、城市群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推进
顺利；重点产业互动互促方面，精细化工、
生态特色农业、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重
点产业协同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
面，四地签订政务服务一体化合作协议，
设置“宜荆荆恩”城市群通办窗口，发布第
一批 171 项通办合作事项清单，教育、人
居环境、科技创新、生态治理、创新创业等
事关民生的事项协同推进；县域经济互融
共进方面，宜昌、荆州推动支持宜都、松滋
联手打造“宜荆荆恩”城市群区域协同发
展先行区，举行了首场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 343 亿元的 51 个项目破土动
工。加快在产业链、市场、技术等方面优
势互补，全力推动“宜荆荆恩”成为长江经
济带绿色创新、江汉平原乡村振兴、国家
承接产业转移、荆楚文化传承创新、现代
综合交通物流“五个示范区”。

四 地 共 绘 发 展 新 图 景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主题采访之三

本报记者 赵有良

10月25日，工人们正在镇安县永乐烟叶工作站内收购烟叶。目前全县烟叶收购稳步有序推进，该工作将在11
月25日结束。 （刘 沛 摄）

（上接1版）
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目前秦川猪养殖基地已经全面投产，

年存栏优良品种母猪3000头，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二元母猪
1.2万多头，优质商品仔猪4.5万多头，年总产值逾7800万元，利
润达3660万。“下一步还想把生态循环养殖业与种植业结合，让
村民通过资金、土地入股和务工增收。”朱秦川满怀憧憬地说道。

采访中，轰隆隆的机械声不绝于耳，党金耀告诉记者，这是
香菇菌种场开工了，搅拌机正在制作搅拌原料。香菇种植在店
坊河村由来已久，但过去由于分散种植不成规模，香菇产量和质
量难以保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村上借助“能人+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帮助村上的产业大户汪长青成立了瑞霖专业合作
社。自合作社成立以来，菌棒生产、技术培训、大棚建设等一系
列难题迎刃而解，辐射带动全村160多户群众发展食用菌种植，
形成了集中连片的百万袋食用菌种植产业带。

“合作社成立至今有4年了，每年都有二三十人在我这里务
工，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汪长青告诉记者，自己从事菌菇养
殖已有30多年，培育出来的菌种质量好、产量高，很受欢迎，现
在全村的农户都从他这里购买菌种，同时菌种还销往湖北、四
川、河南等地，个人年收入可达二三十万元。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村民李彦红正拿着菌棒袋麻利地套向机器。“我手脚快，一天
能套1000多个菌袋，每天工资能拿到130元，菌种厂每年10月
底开工，到第二年春上结束，差不多4个月时间，能挣1万多元
呢！”李彦红笑着说。“目前全村种植食用菌300万袋，带来经济
效益达1000多万元，户均年增收1.5
万元。”党金耀说道。

发展特色产业，重在群众受益。
从千亩瓜田到万头生猪养殖，再到百
万袋食用菌，店坊河村将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作为稳定群众就业增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
举措，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 (余燕飞)10月份以
来，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建设
秦岭山水乡村工作，商南金丝峡镇
探索建立黄牌提醒机制，高标准、
严要求，实行一周一检查、一周一
排名、一周一调度，推动各村(社区)
狠抓落实、反思提升，力促先进带
后进，后进争先进。

一周一检查，督促问题整改。
镇上印发了金丝峡镇建设秦岭山
水乡村工作考核方案，成立了专项
督查小组，明确了考核细则，坚持
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日常督查和专
项督查相结合，现场录像与环保站
实时监控相结合，对金丝峡景区18
公里沿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河道
沟渠污水处理、广告牌拆除等进行
全面检查，汇总问题清单，专项督
查20次，下发整改通知单5张，督
促发现问题5个，整改5个。

一周一排名，严肃工作氛围。
抓好建设秦岭山水乡村工作，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是“两边一补齐”行

动的重点工作，金丝峡镇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高效落实，探索运
用黄牌提醒机制，通过软件资料收集整理与现场检查问题清单，
明确扣分项、加分项，对各村(社区)存在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召开
镇党委会综合研判得出排名，对排在末位的村(社区)进行黄牌提
醒，使各村(社区)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明确工作重点、严肃工作氛
围，在行动上提高效率，不拖不等，奋勇争先，摆脱落后形象，目前
4个村因软件资料缺失、督查检查问题较多，确定为黄牌。

一周一调度，狠抓工作落实。该镇每周召开“两边一补齐”
工作调度会，会上视频形式观看14个村(社区)在建设秦岭山水
乡村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报各村(社区)的个性问题以及
本周排名，发出流动黄牌，安排当前重点工作，清晰直观的让各
村(社区)明确问题、知晓排名、明晰责任，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狠
抓工作落实，强力推进建设秦岭山水乡村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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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毕波波)近年来，洛南县
着力打造“发电+种植+观光”三产融合
项目，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光伏产业的
建设和发展，让荒塬变成了农光互补的
新能源基地，让光伏旅游、农业观光、特
色采摘成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

洛南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
游项目位于洛南县四皓街办、永丰镇
境内，占地2800亩，总投资8亿元，由
国内综合能源领军企业、国资控股港
股上市公司中国水发兴业能源集团投
资建设，是洛南县委、县政府2020年
重点招商引资的三产融合项目，列入
2021年陕西省级重点项目。

该项目从考察、签约、开工建设、全
容量并网发电到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得
到了省、市、县各级大力支持，洛南县
委、县政府特别成立项目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和项目建设管理处，保障了项目顺
利建设。水发兴业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工程部项目经理牟英来说：“本项目作
为陕南地区最大的光伏农业与观光旅
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光伏电站已经累
计发电量6000万度，预计年发电量可
达1.2亿度，实现产值0.75亿元，上缴税
金600万元。公司每年拿出120万元
为项目所在地的4个村进行分红，每个
村各分红30万元。”

公司将光伏场区土地经营权移交至
项目所在村村集体，并提供农业启动金
160万元，建成1500多亩种植示范区，
完成辣椒、萝卜、卷心菜种植，实现产值
320多万元。打造100亩果蔬采摘园，
已建成温室大棚25个，预计年增收60
万元。通过光伏农业发展，可带动周边群众300多户1000多
人参与耕种、除草、采摘等劳务活动，户均年可增收3000元。

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项目作为陕南地区最大
的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目前已建成光
伏场区观景平台，完成道路绿化美化及千亩油菜播种。

“洛南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项目符合国家能源
政策，能有效助力‘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对于洛南县
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等
具有重要的意义。”洛南县发改局工作人员张永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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