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惠润“苗”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

新华社电 在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 脱贫群众王自仙和
丈夫邓声明通过社区和人社部
门的帮助， 分别在服装厂和建
筑工地就业， 两人月收入过万
元。 他们是去年云南322.44万
脱贫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缩
影。

据云南省人社厅介绍， 针
对脱贫人口， 云南探索在502
个脱贫行政村建立监测点， 进
行动态监测 、 跟踪帮 扶 。 去
年全省累计培训脱贫劳动力
32.76万人次 ， 脱贫劳动力转
移就业同比增加4.25万人； 加
强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
的就业帮扶， 帮助搬迁劳动力
转移就业61.01万人。

为加大稳就业力度， 云南
先后研究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乡
村公益性岗位管理等系列就
业创业政策 ， 加大资金投入，
争取中央就业补助资金29.63
亿元， 对全省27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每县倾斜投入400万
元。

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
说， 云南通过健全岗位监测、
收入调查、 余缺调剂机制， 帮
助劳动力转移到产业更发达的
地方、 到收入更高的行业、 到
工作更稳定的岗位 。 2021年 ，
全省转移到省外就业的农村劳
动力达386.4万人 ， 同比增加
39.62万人。

逾322万脱贫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新华社电 走进位于重庆
市南岸区的重庆厚元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各种型
号的汽车装饰件正加紧生产。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 在汽车座椅连接件的细分
市场打破国外垄断， 实现国产
替代。” 该公司总经理吴志刚
介绍。

近年来， 重庆市中小微企
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在
细分领域闯出知名度 ， 离 不
开 一 系 列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的
支 持 。 “2021年10月 ， 公司
提前享受了前三季度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 共计180万
元。” 吴志刚表示， 去年制造
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不仅由75%提高至100%， 享受
时间还从次年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期提前至当年10月。

为助力中小微企业茁壮成
长， 重庆市税务部门突出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

综合运用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再减半、 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
值税起征点、 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等政策， 开展助力中小微企
业发展 “春雨润苗 ” 专项行
动， 帮助市场主体减负。

重庆市永川区宇晨建材有
限公司是一家制造加工业小型
微利企业， 今年年初公司资金
运转遇到瓶颈。 “好在公司今
年1月办理了去年第四季度的
缓税， 共计13万元， 资金压力
减轻了不少， 帮助公司实现开
年稳增长。” 该公司财务负责
人唐年平介绍， 2021年， 公司
还享受了35万元的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减免。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
局数据显示， 2021年， 重庆为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办理缓
缴税费 15.8亿元 ； 两度 “升
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惠及5200多户企业， 企业提前
享受减免税额43.5亿元。

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的武装
冲突，打破了波兰边境城市普热梅
西尔往日的平静。 这里距离乌克兰
仅10公里左右，不断有大巴从乌克
兰方向驶来，载满了逃离家园的人
们。

新华社记者26日驱车从华沙
赶往波乌边境，看到普热梅西尔市
中心通往边境的主干道旁，一个大
型购物区的停车场上临时搭建起
十多顶蓝色大帐篷。 帐篷里面，来
自波兰各地的志愿者不断向到来
的乌克兰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
包括饼干、方便面、矿泉水、厕纸和
婴儿纸尿布等，还有各种紧急筹集
来的衣物。

由于乌总统发布全国总动员
令禁止18至60岁男性公民离境，记
者看到逃难的乌克兰人几乎全是
妇女和儿童。 她们拿着各色行李，
提着刚领到的食品和其他物品 。
经历逃难艰辛 ， 她们很多都不愿
意面对记者的镜头和话筒，直到记
者遇到刚和丈夫团聚的尤利娅。

26岁的尤利娅刚从乌克兰来
到这里不久。 她怀里抱着一岁的小
儿子，正从志愿者那里领取方便食
品，身旁的大儿子则调皮地把头扎
进一个装满毛绒玩具的箱子里。

尤利娅一家住在乌克兰西部
一个小城，她丈夫在捷克布拉格的
斯柯达汽车厂当工人。 俄乌冲突爆
发后，她决定投奔丈夫。 她带着两
个孩子，由父亲和兄长开车送到边
境地区，中途还听到一些零星的爆
炸。 跨境的最后20公里，她们是徒
步走过来的，现在终于与前来接她
的丈夫团聚。

“路途艰难而凶险，但现在我
们终于安全了！ ”尤利娅说，他们一
家将去往布拉格，住进由捷克政府
给他们提供的公寓。 然而提到现在
的形势和家庭的未来，尤利娅一脸
愁容。 “以后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
道。 ”

蓝色帐篷上标着波兰语 “安
全”字样，这是波兰政府搭建的。 警
察正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车辆进出
停车场。 逃离战乱的人们从一辆辆

大巴上下来，适当休息，领取救济
品，然后又转乘别的车辆前往波兰
其他地区，或者德国、意大利等地。
据现场一位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说，
在这个边境关卡，现在每天都有约
2000人过境。

来接乌克兰人的不仅有大巴
车， 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小轿车。
他们拿着大纸牌，写上将要去往的
目的地，免费载人前往。

“我有两辆车 ，有一辆已经满
了，另一辆还可以载4人！ ”一个不
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子说。 他举着
一块纸板， 上面用乌克兰语写着
“布拉格”。 据他介绍，许多人在脸
书上看到有慈善组织在召集志愿
者司机来帮助逃难的乌克兰人，于
是大家就自行驱车来帮忙。

“百姓永远都是战争最大的受
害者！ ”这位中年男子说。

波兰和乌克兰两国人员交往
频繁， 许多乌克兰人在收入更高、
经济更发达的波兰打工 。 在帐篷
里， 记者遇到了索菲亚 。 24岁的
索菲亚在乌克兰读完大学后不久，
就来到华沙工作， 刚工作了半年，
现在俄乌开战， 没法回家探亲了。
她当天从华沙开车来此，为逃难同
胞志愿服务，提供茶、咖啡和熟食。

索菲亚家乡在乌克兰西部一

个小城市。 截至目前，家乡仍然平
静，但她不知道战火会否蔓延到那
里。 记者问：“你怎么看现在的形
势？ ”刚刚还热情地为记者端上一
杯热茶的她，突然就开始哭了。

“不，不，不要再拍我了……我
只想说，希望所有乌克兰人都能和
平快乐地生活吧。 ”采访不能继续
下去了，记者能体会到她内心的悲
伤与牵挂。

在离帐篷不远处的加油站，记
者遇到了几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乌
克兰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大
学生和几个同学一起开车来到波
兰，将去投奔在波兰的亲戚。

“你想什么时候回家？ ”“回家？
我明天就想，但能回去吗？ ”女大学
生回答。

一些人回不去，也有一些人出
不来。 在边防哨卡，记者遇到一个
德国人，正陪着自己的乌克兰朋友
焦急地等待 ， 他们从法兰克福开
车过来， 接这位朋友的妻子 。 他
说， 他和朋友在这里等了12个小
时了， 还没法见到就在哨卡另一
边的朋友妻子，因为她的同行者中
可能有不让进入波兰的人员。

说到这里， 他突然激动起来。
“不要再问了，我不想说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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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带着22颗卫星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成功 “上天” 的 “共
享火箭”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
火箭， 创下我国一箭多星任务最
高纪录， 由此开启了我国新的共
享火箭 “拼车” 模式。

火箭如何 “一举多得”？
2020年12月成功首飞的长征

八号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主力
中型运载火箭， 填补了我国太阳
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吨至4.5吨的
能力空白， 可以承担80%以上的
中低轨发射任务。

此次，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
箭在长征八号遥一运载火箭的基
础上， 采取了不带助推器的新构
型， 是瞄准未来市场需求专门打
造的一型火箭。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项目办主管胡辉彪介
绍， 从外观上看， 长征八号遥二
运载火箭少了两个助推器 ， 但
“光杆 ” 的它运载能力达到3吨

级 ， 而22颗卫星合计不到2吨 ，
完全满足载荷需求。

如果细心观察， 你会发现长
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换了更短的
整流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八号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陈晓飞介绍， 短的整流罩设计完
全匹配这次任务卫星体积的特
点， 还可以放宽火箭发射放行条
件， 提高火箭发射概率。

对于为何能实现一箭22星，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
火箭总指挥肖耘表示， 在设计之
初，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研制
团队就将视线转移到小卫星上，
提出 “共享发射” 新模式， 最终
确定了7家单位的22颗卫星。

“多个小卫星 ‘拼车’ 完成
任务， 既可充分发挥火箭能力，
还有效满足了市场需求。” 肖耘
说。

卫星如何 “拼车”？
一箭22星， “拼车” 的卫星

们为何能够挤进整流罩？ 陈晓飞
介绍， 为确保多星发射安全、 精
准， 设计团队研制了 “三层式多
星分配器”， 将传统的 “大单间”
调整为 “小三居”。

“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
且有多个卫星尺寸较大， 我们在
设计时为 ‘乘客’ 提供三层 ‘座
位’， 完美将22颗卫星装进整流
罩 中 ， 并 安 排 了 舒 适 的 ‘ 座
椅’。” 陈晓飞说。

“一般而言， 一个新的结构
从出图到生产， 需要至少一年多
时间 。 我们通过 ‘模块化 ’ 设
计， 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生产出
来了多星分配器。” 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体副
主任设计师于龙说。

研制团队不仅要让卫星顺利
“上车”， 装进整流罩， 还要能够
保证卫星不同方向的分离安全。
于龙介绍， 卫星到天上后要离开
箭体，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考虑
卫星不同的解锁方式和分离能源

所带来的运动偏差。 有时这些偏
差会使卫星与卫星之间距离缩
小， 威胁到箭体的安全。

研制团队 根 据 卫 星 布 局 ，
对所有箭体和卫星偏差进行多
轮仿真计算 ， 设计了 12次分离
动作 ， 确保22颗卫星安心 “下
车”。

“本次任务星箭分离时， 火
箭如同跳了一支 ‘太空芭蕾 ’，
22颗卫星如 ‘天女散花 ’ 般释
放。”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
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段保成说。

“一托多” 火箭未来前
景如何？

可以预见， 人类未来进入太
空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
越来越大。 因此， 改变发射场流
程、 缩短火箭研制周期和成本已
成为不少航天大国的迫切需求。

胡辉彪表示， 此次火箭成功
发射， 既检验了新构型的协调匹
配性 ， 又降低了研制成本和周

期， 还可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积
累经验， 推动型号走向成熟， 为
后 续 进 入 航 天 发 射 主 战 场 打
好 基 础 ， 巩固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主动权和主
导权。

“作为一枚 ‘共享火箭 ’，
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采取的
‘拼车’ 方案， 为用户提供经济
实惠的发射服务， 门槛大大降低
了。” 肖耘表示， 有了这次成功
探索，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未来有
望实现共享发射的常态化。

在发射场旁就近建设总装测
试厂房， 把发射场测试和出厂测
试合二为一， 能够节省一系列
步骤 ， 极大压缩火箭在发射场
的周期。 肖耘介绍， 目前海南总
装测试厂房已经开始施工建设，
发射工位也正在论证过程中。 届
时有望实现7天一次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的发射 ， 一年可发射50
发。

据新华社

一箭22星！

何时才能重返家园

长征八号开启共享火箭“拼车”新模式

———那些逃离战火的乌克兰人

2月26日， 一名乌克兰男孩抵达波兰边境口岸梅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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