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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肖江浩 向涛

上半年，湖南顶住疫情带来的压
力和挑战，经济总量冲进全国前八，并
且在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第一梯队”
中，经济增速、增量双双位居全国第
一。如此优秀的成绩，离不开一系列
税费优惠政策的支持。

8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
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新
增减税降费145.8亿元。其中，今年新
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政策措施，实现新增减税降费41亿元；
2019年已出台政策在2020年延续，形
成新增减税降费104.8亿元。

百亿级的税费减免如何对冲疫情
影响，为在湘企业雪中送炭？如何放
水养鱼激活市场“元气”，让湖南休养
生息？

146万户市场主体全覆盖

8 月 16 日，位于长株潭商圈的中
海环宇城购物中心里，“高居”顶层的
茶颜悦色从早到晚一直保持高人气，
人流最多时，买一杯茶饮需要等待 1
个小时。

“预计8月份店均营收水平将创历
史新高。”茶颜悦色财务总监成小凤笑
称，茶颜悦色在长沙已经开出260多家
店铺，时下许多店铺出现排长队的情形。

在年初疫情暴发时，茶颜悦色也曾
遭到巨大冲击。1月20日起，所有茶颜
悦色店铺全部歇业，直到3月初才开始逐
步复工复产，4月份后恢复正常营业。期
间，公司的原材料、房租、人工等各项费
用加起来，总计损失达千万元以上。

税务部门派出税收服务小分队，
对260多家茶颜悦色店铺逐一对照适
用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共减免增值
税 1081 万元、减免社保费 311 万元、

缓缴企业所得税110万元……
“真金白银给了企业，让我们充分

发挥出潜力。”成小凤说，税费减免保
障企业在疫情期间没有裁员，也未降
低员工工资福利，因此员工们能齐心
合力推动公司经营快速好转。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直达企业，
我省各级税务部门均按区域面积、纳
税人户数、税源规模等要素划分若干
网格，每一个网格对应安排一支税收
服务小分队包干负责。”省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刘明权介绍，上半年，全省
共有 2093 个税收服务小分队精准地
为在湘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提供
一事一策、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个性化
税收辅导，确保纳税人应享尽享、应享
快享，实现了省内 146 万户市场主体
减税降费全覆盖。

以容易被忽视的小规模纳税人为
例，自今年3月1日小规模纳税人减免
增值税政策出台后，全省税收服务小
分队逐一排查梳理，确定全省有14.63
万户小微和个体工商户可享受优惠政
策。截至 6 月底，该项政策在我省已
实现新增减税 15.46 亿元，让许多小
规模纳税人渡过难关。

稳住消费市场的根基

上半年，湖南高桥大市场的商户
们一个不落都收到了“大礼包”：高桥
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主动减免租金、
物业管理费等，1至6月减免额度累计
超过5000万元。

“湖南高桥大市场是湖南唯一一个千
亿级市场，有8000多家商贸流通经营户，
超过170万种商品在其中进行批发零
售。”高桥大市场负责人说，2019年该市
场人流量超过2亿人次，交易总额超千亿
元，是密切关系我省经济和民生的超大型
消费市场。

2月中旬，我省因地制宜出台“湘税
十条”等措施，其中包括“疫情防控期间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对
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行业企
业，减免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湖南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因
此申请到房土两税困难减免近500万
元。市场经营资金压力减轻，湖南高

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主动减收商户
租金、物业管理费。

“上半年，全省已有 1506 家企业
享受房土两税减免，减免总额4.75亿
元。”刘明权表示，房土两税减免鼓励
出租方减免物业租金，形成税费优惠
传导效应，激发了市场活力。

“湘税十条”中支持就业、促进就
业的减税降费政策，为稳岗就业出力
不少。

蓝思科技是我省用工大户，为让
企业安心招工用工，上半年我省税务
部门按照就业税收政策，为蓝思科技
减税降费3000多万元，蓝思科技因此
新安置7800多人就业。

“就业稳，消费力就强。”刘明权
称，“湘税十条”通过推动减租金、促进
稳就业等实现了精准帮扶，稳住了湖
南消费市场的根基。

用“加速度”为外向型企业输血

数据显示，1至7月湖南外贸增速全
国第三。这背后有税务的强大助力。

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出口退税在8
个工作日办结。面对国际市场的不稳
定，湖南税务部门主动将退税压缩在
6 个工作日以内，用“加速度”为企业

“输血”。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受益于其

出口退税平均办结时间缩短至1.5天，
有效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该公司今
年上半年实现出口2.92亿元，同比增
长16.7%。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纳入了我省出口退税企业直联名单，通
过电子税务局，公司足不出户即可“无纸
化”申请退税。今年前6个月，该公司出
口退税免抵额近300万元，收到退税款
386万元。在便捷的出口退税支持下，
该公司资金充足，各项出口产品有底气
在“危”中寻“机”。

前 7 个月，我省累计办理出口退
税93.7亿元。为扶助外向型企业渡难
关，税务部门还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
分析的优势，为出口企业转内销牵线
搭桥。目前，全省92户重点直联出口
企业中，已有85%开展出口转内销业
务，内销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我觉得就像走亲戚，
要一年年走下去”

张礼红工作的邵阳市农
科院，距离城步苗族自治县兰
蓉乡 200 多公里。在城步连
通高速公路后，开车跑一趟也
要 3 个多小时。最难跑的是
城步县城到合作社苗香梨生
产基地这段，用张礼红的话叫

“翻过三座大山”。
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记

者跟随张礼红驾驶的私家小
车进山了。从乡道旁一条仅
有一车宽的沙石小路爬坡上
去，小心翼翼地经过一连串转
弯，伴随底盘被剐蹭的声音，
终于来到了海拔 800 多米的
尖头田村苗香梨小氹基地。

记者担心汽车底盘被刮
坏，张礼红倒是泰然自若。“几
年前还是新车时，开去基地刮
坏底盘，干脆换了铁板的。”

正在山上忙乎的合作社
负责人雷承锡，和张礼红热情
地打着招呼。前年也是这个
时节，合作社的梨树发病了。

“发了好几种病，叶子落了，梨
子把也黑了，请张教授来，又
是开会又是到现场指导，最后
控制住了，没有减产。”雷承锡
回忆。

这天，山上还有5位农妇
在给梨子套袋。“一天干 8 个
小时可以套千把个袋子，再把
长得不好的果子打下树，能赚
70元一天。”家门口就能挣工
资，她们干得开心。张礼红检
查套袋情况发现，有些袋子没
扎紧口子，有些袋子把叶子也
套进去了，会影响产量和卖
价，当即把农妇们叫到一棵梨
树下，现场讲课。

苗香梨是当地一位农户
多年前引种嫁接培育成功
的。这个品种个头大耐储藏，
但病虫害也多，种植技术有讲
究。张礼红发现合作社基地
的梨树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于
是指导他们修剪高枝，让枝条
往四周扩散，还要疏果，采收
后也要及时清洁梨园减少病
虫害源头。

从接手帮扶开始，来自娘
家邵阳市农科院的科技服务
团队优势，就被张礼红充分用
起来。他邀请多位专家助力，
为合作社提供全方位全程服
务。市农科院罗华院长也极
力支持，说：“要时间给时间、
要技术送技术、要团队派团
队。”

为使社员们更好地掌握
种梨技术，张礼红为合作社专
门编写了一套详细的技术手
册—《苗山香梨种植技术》，并
帮助合作社编写了两个技术
操作规程。针对几个主要病
虫害的发生规律和病原规律，
张礼红还试制了中草药防控
药剂，推广到合作社基地。

今年4月上旬，杨运国发
现合作社很多梨树发生了病
虫害，心急如焚，连忙拍图发
给张礼红。张礼红仔细察看
照片，并向有关专家咨询，通
过综合诊断后给出了解决方
案。“开始不挂果，张教授教了
好办法，行了。”杨运国感慨，
张教授对合作社的技术帮助
是无缝对接，合作社随时都可
以求助。

“不是扶贫，也不会认识
山里的农民。我觉得就像走
亲戚，要一年年走下去。”张礼
红说。4年多来，他不仅走进
山里，还把“亲戚”带出了大
山。他协助合作社向省科技
厅申报了有关城步苗香梨丰
产增效技术等两个研究项目，
农户们致富的路越走越宽了。

“如果梨子卖不出
去，前面的扶贫功夫就白
做了”

合作社的 4000 多亩梨
树，分布在全乡9个村、54个
组，跑一遍有上百公里远。苗
香梨养在深山少人识，也不好
运出来。2019 年赶上大年，
卖梨成了难题。

“苗山香梨、高山有机、食
用上品、送礼佳果……”这是
去年9月18日邵阳市政协委
员黄一萍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的一段话。

为什么给梨子打广告？
黄一萍在微信朋友圏里坦诚
相告：“为期两天的市政协视
察活动中，有一个执着的身影
感动着我们，那就是到哪都不
忘抱着他的苗香梨拍照宣传
的张礼红委员。”

同为邵阳市政协委员的
廖立春也在微信朋友圈里接
力打广告。“张礼红委员在召
开座谈会前拿出城步苗香梨
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分享给在
座的委员试吃。”

和张礼红共事多年的科
技服务团队成员杨红向记者
报料，张礼红扶贫后每年都要
买好几千元梨子送人，而且是
悄悄地不让别人知道。

“有次我接到几个电话，
询问没下单怎么也收到了免
费的梨子，意外中有感动。我
开始一头雾水，后来才回过神
来，是张教授自己掏钱买梨送
人，包装上留的是合作社的电
话。”杨运国说，“张教授不仅
出钱还出力。有次他帮我们
联系了客户，我们送货到邵阳
市农科院已是晚上 11 点了。
他们夫妻俩帮着我们一起下
货，1000 多公斤梨子从下车
搬到临时仓库还有 20 多米。
搬完他又帮我们订了旅店住
下来。夫妻俩没有一点怨
言。”

几年来，在苗香梨的推销
活动中，张礼红的网越撒越

广！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西
到成都、东到上海，会议室、展
销摊、候车厅……都有他扛着
苗香梨的身影。优农找、邵阳
优优、隆回北网等电商和网站
也被他的仁心感动，纷纷帮着
吆喝。不仅是合作社、整个兰
蓉乡的苗香梨都跟着好卖了。

去年国庆假期刚过完，杨
运国和城步梨源苗香梨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中平双
双在感恩中报喜：全乡滞销的
15 万公斤只剩下不到 1 万公
斤，合作社滞销的7万多公斤
剩下不到1000公斤了。

“如果梨子卖不出去，前
面的扶贫功夫白做了。变现
最重要。”张礼红说。

从梨子到蜂蜜、百合，
帮扶路上迎来新挑战

从今年开始，张礼红的帮
扶任务又多了一项。作为邵
阳市科技特派员，帮扶隆回县
的湖南一线情农业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脱胎于三代养
蜂、承载着农业现代化梦想的
新公司。目前共有上千农户
参与公司生产，其中有百把农
户种植龙牙百合，贫困户有几
十户。在公司位于隆回金石
桥镇上花园村的蜜蜂和百合
等中药材基地，很多困惑、困
难等着他们的“张哥”去解答
和解决。

今年3月，基地种植的百
合有的出苗了，有的没出苗，
公司负责人、阿刘养蜂世家第
三代传人刘甫智急了，又想不
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接到
求助后，张礼红赶到基地，发
现是地膜厚了，而且地膜没盖
严实，和土壤接触少的地方出
不来苗。“他教我们用刀子划
开，让苗出来。告诉我们以后
要标准化栽种，盖膜后划一刀
才整齐。”刘甫智回忆。

“我们院里有个种质资源
团队在对接公司，进行百合引
种试验。关于百合病害的问
题，正在研究解决。”张礼红对
公司里龙牙百合种植的土专
家刘贵明说，“我们要强强联
合，把院企战略合作一直搞下
去。”

面对公司目前最挠头的
销售问题，张礼红把卖苗香梨
摸索的经验直接搬来。他笑
说，前期帮着搞了几场直播带
货卖蜂蜜，电商还请来国际超
模老乡吆喝呢。至于自掏腰
包买货送人求推销的事，他也
呵呵承认了：“今年送出了
5000元货。”

距一线情公司基地几公
里的地方，是张礼红的老家。
当年为了尽孝，他从工作的广
东考回母校湖南农大读研，回
到了家乡。连年扶贫奔走操
劳，他是父母的儿子，更是这
片土地的儿子。

湖南日报社主办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协办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协办

科技扶贫先锋科技扶贫先锋

百亿级税费减免，对冲疫情影响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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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周紫云

半界村的刺葡萄熟了。
8月17日天刚亮，中方县桐木镇

半界村村民尹宗龙家就热闹起来，帮
忙摘葡萄的乡亲们陆续赶到，晒谷坪
上的三大桌很快坐满。吃罢早饭，大
伙儿提着筐子、拿着剪刀上山干活。
这些酸甜可口的葡萄第二天一早就
会出现在广西河池居民的餐桌上，老
尹也能赚个万把块钱。

何春鹏开着自家的面包车来运
葡萄。哼着时下流行的抖音热曲，这
位33岁的青年驾轻就熟地穿梭在蜿
蜒的山路上，哪里还有几年前贫困户
得过且过的散漫模样。

在何春鹏的儿时记忆里，运水果
下山全靠村民肩膀担，开车是“想都
不敢想的事情”。

2008 年，通村公路修到半界村
的山脚。乘着脱贫攻坚的春风，
2017年，全村12公里的通组道路又
完成扩建硬化，半界村村民下山的路
终于通了。

山路通了，思路还没通。怎么摘
掉穷帽子？老实巴交的半界人手足
无措。

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向往是
个能人，他琢磨半天，半界村虽然较
为偏僻，但“绿色”的底气足：平均海
拔在 600 米以上，出门就能见山见
水，不仅有乡土温情、还有生态“颜
值”，适合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村支两委集思广益，想出“春看
桃花夏摘桃，秋吸葡萄冬品年味”的
广告语。半界的名字，也被包装为

“半界之上即为仙、半界之下即为凡”
的“半仙半凡”的“人间仙境”。

但穷怕了的村民不敢“试水”，即
便是年轻力壮的何春鹏们。

脱贫贵在立志。村民的心里有顾
虑，村干部就深入每个村民小组，利用
晚上开“院坝会”，把发展蓝图掰开揉
碎了讲清楚；村民的眼界打不开，致富
带头人就带着大家现场边看边谈“贫
困因”“致富经”；没人敢尝试电商、农
家乐等新鲜事物，党员就带头翻新改
造、开店发货，当起“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何春鹏也在堂哥、村党支部副
书记何学明的鼓励下，入手了一辆二
手面包车，跑起运输，七七八八算下
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千元。

2018 年，首届桃花节在半界村
搭台唱戏。活动前，村干部提醒有接
待条件的村民做好接待游客的准
备。占据入村第一站“黄金码头”的
何成银却不太来神：“城里人怎么会
跑到咱们这山沟沟里来哦？”

现实却让何成银吃了一惊：每天
村里都来几百台车，乌泱泱全是来赏
花的人。一连3天忍痛拒绝找上门的
生意，第四天何成银终于坐不住了，支
起桌椅、架起炉灶，抓住桃花节的尾巴
开门迎客。三四天功夫净赚2000元。

第二年、第三年，尝到甜头的何
成银早早地就做起准备。今年桃花
节期间，即便是受疫情影响，游客也
有五六千人，何成银的腰包又入账了
一万多元。但老何仍不满足：“今年
秋天再多买些鸡鸭崽，再多备些干笋
腌菜山货，这都是城里人喜欢的爆款
产品。”言语间，何成银俨然是一位农
家乐达人。

而憨厚的何春鹏红着脸憋了半
天，憋出了单身汉的期盼：“现在家里
啥都不缺，就缺个半边天！”

“人间仙境”下山来

■记者手记

脱贫贵在“走对路”
孙敏坚

湖南多山，山高水长，千千万万
户人家蛰伏于大山的褶皱之中。路，
曾是包括半界村村民在内的许多贫
困群众的痛点。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但修
好乡村“道路”只是第一步，找准发展

“思路”才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客观来说，大多数贫困群众都迫

切想尽快摘掉“穷帽子”，但受制于眼
界和观念的局限，他们往往在机遇面
前犹豫不决，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刻帮
他们“打通思路”。

半界村的实践就是很好的证明。
半界村地处中方县的西南端，距离最近
的乡镇也有15公里，由于山路崎岖,开
车来回一趟曾经要走三天三夜。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山岭纵横之间，半界村硬
是挤出了一条“春看桃花夏摘桃，秋吸
葡萄冬品年味”的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之
路，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而当年
持迷茫、观望和怀疑态度的何春鹏、何
成银们，如今也坚定地跟着村支两委确
定的发展思路，大步走在致富路上。

半界村的脱贫攻坚“走对路”，致富
奔小康的康庄大道也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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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谭浩

秋风乍起，城步苗族自治
县兰蓉乡4000多亩苗香梨开
启了快速生长按钮。眼下几两
重的梨子，到中秋节前后收获
时，大的可以长成一两斤。

海拔800多米的水源村长
丘山上，终年空气清新。年近
八十的杨远德管理着自家的
200多棵宝贝梨树，老人家看
上去健旺得很。记者问他累不

累，他笑呵呵地说：“我天天
来，做下事，也耍下，一点都
不累。”他告诉记者：“梨树难
种，病虫害厉害，合作社告诉
我们如何打药，不能用除草
剂，要割三四道草。”聊起收
成，老人还是笑呵呵：“合作
社收梨二三元1斤，去年搞了
七八千、万把元吧。”

老人口中的合作社，就是
张礼红作为湖南省科技厅“三
区人才”对口支援了4年多的
兰蓉乡苗山香梨合作社。接手

帮扶后，合作社4000多亩苗
香梨的收成，让张礼红操足了
心，因此被朋友们戏称“苗香
梨王子”。这背后，连着200
多户农户的钱袋子，其中将近
一半是贫困户，梨子就是他们
的致富希望！

此时，张礼红就站在老
人旁边听着，也笑了。

合作社负责人杨运国，
和张礼红打了 4 年多交道。

“张教授为我们默默做了好多
事，我们就是兄弟的感觉。”

名片

张礼红，男，1969年出
生于邵阳隆回，湖南农业
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高
级农艺师，邵阳市农科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负责
人。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20项，发表论文30篇，获得
专利4项，获省市科技进步
奖5项，被评为“全国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典型人物”。

【手记】

把故事写在
大地上

胡宇芬

和张礼红的交往是从
微信联系采访开始的。没
想到，差点被拒绝。理由是

“其实我没干出什么，感觉
蛮不好意思的”“您可以不
过来吗？真的好远的！”

“不过，自己感觉又是
对扶贫点和扶贫产品一次
很好的宣传，我又很珍惜这
个机会。”我抓住张礼红的
犹豫点，劝说他。并在他的
郑重推荐下把新的扶贫点
安排进行程，才开始了日夜
兼程的采访。

他接下的扶贫点都很
偏。随他开车往基地走一
趟，坐车上的人心里直打
鼓，生怕车子在半路抛锚，
只能靠人力推车下山。

他对扶贫点的乡亲都
很真。教人技术还帮人卖
货，自掏腰包还免费卸货，
天南海北也要带去让更多
的人买货。他抱着苗香梨
箱子合影、他的姓名牌和苗
香梨同框，都是他一手策划
完成的扶贫产品广告。

他总是担心自己的故
事太普通，难为了我写作，
一次次把工作记录、聊天截
图发给我作参考。说起扶
贫，他不会说自己要当乡村
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他说扶
贫就是走亲戚。采访结束
离开大山时，和他情同兄弟
的合作社负责人一语总结：
张教授不是讲故事的人，是
干实事的人。

其实，故事已经驻进
了我的脑海中。一次次长
途跋涉、一次次解惑答疑、
一次次有求必应、一次次费
力劳神……朴实而温暖，细
微而绵长。那是他在大地
上写出来的故事，用脚用心
更用情。

编者按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一支特殊
的队伍。他们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部门，是

和父老乡亲手拉手心连心的科技扶贫战士。多年
来，我省一批又一批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
带着项目、成果、资金，到扶贫一线开展创新创业、
技术服务和科技培训，在全省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涌现了多位长期深入一线奔
忙、深度参与产业发展、深受当地政府和百姓欢迎
的科技扶贫典型。聚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既是对
科学精神的彰显，更是对科技扶贫战士的致敬！

由湖南日报社主办、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协办
的“科技扶贫先锋”系列报道，从今天起连续推出，
敬请关注。

7月14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尖头田村，张礼红（左二）在种植基地指导村民管护苗
香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张
礼
红
：

7月13日，隆回县金石
桥镇上花园村，张礼红（左
一）在一线情农业蜜蜂养殖
基地指导养殖户养蜂。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8月16日，中方县桐木镇半界村，村民在采摘玉米。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经济
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