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书记当教员线上线下讲种菜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魏明俊 赵蓉

7月下旬是夏季蔬菜管理、秋
季蔬菜播种的关键时期。 为提高
村民夏秋季节蔬菜的科学种植及
管理水平，近日，怀柔区渤海镇洞
台村举办了夏季蔬菜管理、 秋季
蔬菜种植 “线上+线下” 技术培
训。培训当天，除60多位村民参加
线下培训外， 全市45个线上点位
的200余人观看了线上直播。

实用的蔬菜种植培训是由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下派到洞台
村的第一书记吴尚军讲授， 他具
有丰富的食用菌和蔬菜自栽培经
验。 自2021年12月担任洞台村第
一书记以来， 吴尚军利用其派出

单位的管理资源和技术优势， 在
村里开展了食用菌种植试点， 发
展起了林下经济， 并多次进行农
业种植技术科普讲座， 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提升村民对科学种植
的认知水平。

在洞台村会议室， 吴尚军结
合北京气候特点， 围绕夏季蔬菜
茄子、 辣椒、 黄瓜等的日常管理
及病虫害防治， 以及秋季白菜、
萝卜种植技术， 水溶施肥技术等
要点开展了讲座， 并针对村民在
蔬菜种植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进行了答疑。

由于讲座内容指导性强、 实

用性高， 加之吴尚军的讲解深入
浅出、 贴近群众， 吸引了众多村
民前来听课 。 因会议室座位有
限， 很多村民站在墙根聆听了授
课。 为此， 本次培训除在主训场
进行面授外， 还利用腾讯会议线
上形式， 同步对全市第一书记所
在村开展了直播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 村民进一步
了解了现代蔬菜种植技术和蔬菜
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开阔了
眼界、 学到了技术、 增强了通过
科学种植提升蔬菜产量、 质量的
信心， 为村民增收致富、 促进乡
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门头沟城区驱车西行85公
里， 群山环绕之间。 林地之下，
一排排玉簪、 鸢尾等盆栽茁壮生
长， 这里正是门头沟清水镇简昌
村的 “林花经济” 试点基地。

简昌村是门头沟百花山盘山
路旁的一个小山村， 长期居住的
只有21户人家。 这里人口稀少、
劳动力匮乏、 森林覆盖率高， 基
本没有农产品， 村集体也没有直
接可支配耕地， 村里的经济发展
一直是个难题。

派驻简昌村第一书记韩宝江
来到这里后， 第一时间对村内、
镇域情况全面了解梳理。 他发现
简昌村地处深山、 林木茂盛， 考
虑 如 果 合 理 利 用 林 下 土 地 资
源 ， 既可以发展衍生经济 ， 为
村集体带来经济效益、 带动村民
就业、 增加村民收入， 又能反哺
土壤、 缓解水土流失、 丰富植物
层次。

韩宝江与村 “两委” 班子做
了详细分析研判后， 引进社会资
本力量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 于
是 ， 韩 宝 江 找 到 了 绿 京 华 公
司 董 事长李夺 。 经过双方的联
系 沟 通 ， 李 夺 表 示 愿 意 充 分
发 挥 专业优势 ， 帮扶当地群众
脱贫致富。 为促进林下经济产业
的全面落地， 韩宝江与公司专业
团队先后三次深入清水镇多地
调 研 考 察 ， 形成切实可行的项
目实施方案。 经过镇、 村、 企多
轮次调研、 探讨及可行性评估，
在保护性利用土地的基础上， 确
立 “林花经济” 模式， 花卉种植
合作项目试点基地也终于正式成
立。

“林花经济 ” 即林下种花 ，
为了保护土地， 花儿都是以盆栽
形式为主。 由绿京华公司提供种
苗、 营养土和养护技术支持， 并
对就业村民进行技术培训， 向村

民支付占地费和劳务费用， 盘活
闲置土地资源、 解决当地就业问
题 。 韩宝江介绍 ： “我们首批
种植花卉以玉簪、 鸢尾等耐阴植
物为主， 并初步确定一期10亩、
8万盆的生产种植规模。 目前已
经解决了村民劳动就业岗位20余
个， 预计可为简昌村集体经济增
加直接收益十多万元。”

如今， 万株花卉依次入场 ，
10亩林地披上翠绿的 “花衣 ”。
“现在运行的 ‘林花模式’， 将成
为简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增长
点和村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在
生态、 景观等方面都将实现大幅
度提升。” 韩宝江说。

下一步， 清水镇将以简昌村
的发展模式为典型 ， 继续发展
“林下经济” 产业， 在保证原有
林木经济基础上， 因地制宜扩大
林下种植、 养殖类型， 拓展致富
增收新途径。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王子尧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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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光耀 王茜 赵滟

以首善标准推动优惠政策“直达快享、应享易享”

北京税务推动留抵退税新政红利落到实处

“扶一把”
为民企解决资金流紧张问题

四联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领先的橡塑产业链流通服
务商， 在2021年入选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 。 今年以来 ， 受疫情 、
国际局势、 美元加息等国内外多
重因素影响， 化工原料价格出现
大幅波动， 产业供需两弱， 加上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销售发运受
阻、 库存积压等因素， 企业盈利
空间被挤压， 资金流紧张， 加大
了企业的运营风险。

燕山地区税务局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 组织专家团队精准开展
纳税辅导， 向企业宣传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 协助企业提前做好
相关准备工作。 7月初，该公司顺
利完成增值税留抵退税502万元，
有效解决了资金流紧张问题。

“有了这笔退税款 ， 我们就

能扩大经营规模， 企业发展更有
底气了。” 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廖承涛对税务部门的贴心服务表
示感谢。

“帮一把”
助力北京药企“气血通畅”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一站式药物
研发服务的合同研究组织 ， 于
2021年6月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
受当时疫情以及市场等多重因素
影响， 2021年期间产生了不少进
项税额。 同时， 企业在研发阶段
投入量大， 但收益低， 相应的增

值税销项税额有限， 进项税额一
直未能及时抵扣， 形成大量留抵
税金。

留抵退税政策行业扩围新政
策出台后， 昌平区税务局第一时
间成立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工作
组， 主动对接企业， 耐心详细地
宣传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 解答企业的有关政策疑问，
同步提供线上服务热线， 全程辅
导企业如何在电子税务局网上申
请操作。

“企业在电子税务局网站提
交申请资料后， 税务所第一时间
进行审批， 很快留抵退税款211
万元就到账了。” 该公司财务经

理阎维君说。

“推一把”
及时指导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多亏了税务部门认真细致
的服务， 我们才充分享受到税收
优惠。 ”西城区某大型连锁餐饮企
业财务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下旬
以来，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店
内客源锐减，收入受到不小影响。
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 税务部门
周到的服务为他们带来希望。

据了解， 该企业名称中因为
带有 “管理” 字样， 注册时被认
定为其他组织管理， 导致企业只

能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60%。 西
城区税务局在审核材料时发现，
其主要销项为 “餐饮服务”， 占
比对应的行业门类为 “住宿和餐
饮业”， 可以享受退还全额存量
和增量留抵税额政策。 对此， 西
城税务部门及时对企业进行政策
指导 ， 企业因此享受到1132.77
万元的政策红利。

“这些税收优惠， 可以补贴
我们在疫情期间所受的损失， 资
金压力小了很多。” 该企业财务
负责人言语间充满喜悦和希望。

此外，考虑到自7月份开始将
新增较多纳税人办理退税， 为保
障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退税
行业范围政策顺利实施， 方便纳
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国家税
务总局决定延长今年7月份的留
抵退税申请期限， 所有符合留抵
退税条件的纳税人在7月最后一
个工作日（7月29日，含本日）之前
都可以申请留抵退税。

“羽扇纶巾，四轮车，快似
风云……”咚咚咚咚，锵……京
剧唱腔与锣鼓声交错，把观众
的目光汇聚在戏台之上。7月25
日，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在石景
山区五里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举办 “国粹展风华 喜迎二十
大”京剧专场演出，吸引不少孩
子及家长热情参与。一身戏服、
几点浓妆、三五句经典唱段，演
员老师用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
了台下阵阵掌声。

这次演出采取沉浸式、 互
动式、 体验式的方式进行， 演
员在每一个节目表演前后， 都
会向学生们讲解有关专业知
识， 介绍传统艺术精髓。 活动
现场 ， 专业老师进行示范表
演， 孩子们在唱念做打、 一招
一式中， 充分欣赏戏曲的形体
美、 聆听戏曲的音律美、 感受
戏曲的语言美。 随后， 来自京
剧社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带来
了几个示范剧目， 演员们扎实
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表演技
艺， 将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展现
得淋漓尽致。

在戏服、 脸谱展览区， 孩
子们饶有兴趣地观看颜色鲜艳
的戏服， 感受戏服的传统文化
气息。 老师向孩子们系统讲解

京剧中的每一件服装、 不同的
图案装饰以及不同颜色的不同
寓意。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
戏服， 今天摸到漂亮的真戏服
了， 太开心了。” 一个小女孩
兴奋地说。 在脸谱区域， 老师
为大家生动讲解： “脸谱是中
国戏曲表演一种特有的绘在演
员脸上的绘画。 以京剧脸谱为
主要代表， 京剧主要包括 ‘生
旦净末丑’ 几个角色……” 孩
子们手对正， 背挺直， 聚精会
神地聆听， 一双双闪着星星般
光彩的眼睛， 充满对传统文化
的喜爱。

来自五里坨街道天翠阳光
第一社区的杨紫维小朋友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 她今年虽然只
有10岁， 但学习青衣、 花旦已
经7年有余， 现已达到京剧七
级水平。 在老师的配合下， 杨
紫维为大家展示了戏曲绝技之
一———“跷功”， 脚上绑上木质
的 “三寸金莲 ”， 模拟缠足 ，
跷鞋的坡度增加了表演的难
度 。 杨紫维表演起来如履平
地， 稳健的步伐足以体现娴熟
的跷功和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 让现场的观众们不仅学习
到戏曲文化和历史知识， 还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自7月1日起，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七大行业纳入留抵退税新政范围。 北
京市税务系统结合留抵退税企业“体量大、金额高、总部集中”的特点，以首善
标准推动优惠政策“直达快享、应享易享”，助力稳住北京宏观经济大盘。

京剧专场演出 沉浸式体验国粹之美村企结对帮扶 发展“林花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