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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钊 记者马云霄）5
月 1 日 0 点 1 分，哈尔滨市“营改
增”试点纳税人哈尔滨华旗饭店
股份有限公司，用增值税发票新
系统顺利开出全省第一张生活服
务业增值税发票，票面销售金额
为 1200元，适用税率为 6%，税额
为 72 元，价税合计 1272 元，这标
志着全省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成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实现平
稳过渡。目前全省各市地发生应
税业务的新增 4个行业试点纳税
人均已成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增值税普通发票。
省国税系统对试点纳税人数

据进行逐一采集、分析和确认，
运用属地化管理、行业化管理及
属地化与行业化管理相结合等
方式，全面开展纳税人信息实地
核查，逐户核对纳税人登记信息
和经营信息，实现双方核心征管
系统户籍信息的顺利对接。针
对地税委托代征开票的难点，搭
建国税局与软件服务公司、地税
征管、办税服务厅之间的三方沟
通桥梁，抽调人员成立专项业务

推进组，进驻基层局现场指导工
作一线，以“一对一”、“手把手”
教学的模式进行系统操作培训，
确保所有地税办税人员在关键
时间节点前能够熟练掌握系统，
按照规定步骤和程序顺利实现
开票。

又讯（李雅楠 记者马云霄）5
月 1日 8时许，哈尔滨市道里区房
产交易大厅地税窗口为一位转让
二手房的纳税人开出增值税发票，
这是哈尔滨市地税机关代开出的
第1张增值税发票。（下转第三版）

我省“营改增”税制转换顺利开启

□本报记者 姚建平

“谷雨”刚过，田野里的空
气弥漫着湿润的气息，辛勤的
农民又开始忙碌起来。

4月 21日，在克山县哈克
仁发薯业有限公司，记者见到
正在指挥工人搭建马铃薯网棚
的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凤玉。他告诉记
者，2016年合作社要实现大跨
越，通过与荷兰夸特纳斯集团
合作进行马铃薯种薯繁育，引
进荷兰优质新品种 20个，今年
生产微型薯 5000万粒，带动种
薯种植 1万亩，预计实现产值
1.2亿元，效益7400万元。

一
2008年，黑龙江省开始推

动组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大型
现代农机合作社。“我是 2006
年当选的村支书，当时村里普
遍不富裕，我看着很着急，就想
怎么为村民干点事，把他们往
致富路上领？2007 年国家出
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我心
头一亮，找人咨询，反复琢磨，
认定干合作社是件大好事。”

2009年，李凤玉联合当地 6户
农民以入股形式筹集资金 850
万元，加上国家、省级补贴的资
产 1234万元，组建了仁发现代
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年轻时当过拖拉机手的李
凤玉，准备大干一场。可回忆
当年的情景，老李说，那真是

“败走麦城”。2009 年合作社
流转 1100亩土地没有连成片，
大机械派不上用场，还得花钱
雇“小四轮”耕种，到外地代耕
也没有挣到钱。秋后一算账，
提取折旧后倒赔了 187 万多
元，刚起步就陷入困境，个别社
员甚至提出退社要求。“那时候
一听敲门声，心里直翻个儿，头
一次尝到了躲债的滋味，满嘴
上火起大泡，要债的催紧了，甚
至动了分农机的念头。”

在省市县农业部门指导
下，李凤玉经过认真细致反思，
找到症结所在：合作社缺乏与
农民的合作，没有抓住土地这
一农业生产核心要素，没有形
成经营规模，没有很好发挥现
代农机作用，自然就没有经济
效益。于是，深思熟虑下，他们
开始了探索创新道路：以每亩

350 元作为保底分红，高出当
地农户自行转包土地每亩 110
元；入社成员不分先后，年终盈
余按入社资金同等比例分红；
国家补贴资金产生的盈余按成
员平均分配；入社成员仍享受
国家发放的粮食综合补贴；重
大决策事项实行一人一票；入
社自愿，退社自由。这几条承
诺的推出，一下子吸引了农户
的眼球，相邻 3个村子 1.5万亩
耕地都加入了合作社。

许多人有疑虑，国家的农
机具补贴应该归谁？李凤玉说，
这是给全体社员的，必须平均分
配给社员，但必须集中使用才能
发挥效果。“到2013年末，仁发国
投农机具资产1734万元，平均到
每户合7000来块钱，这就让仁发
农业生产实现了耕作全程机械
化。要是补贴散户，补到20万元
也实现不了全程机械化。”

仁发合作社党委书记卢玉
文向记者介绍，2013 年初，社
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取消保底
金，按入社成员土地数量、收益
分红，返还总额不低于可分配
盈余的60％。 (下转第五版)

“仁发模式”的领路人
记克山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凤玉

李凤玉（中）正在查看已经检修好的大型农业机具，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李贺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本报讯（记者彭溢）近年来，我
省不断扩大绿色（有机）食品产业
规模，强力推进“种得好”，借助“互
联网+”促进“卖得好”，壮大主体推
动“认证好”，建机制推动“管得
好”。截至2015年底，全省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达 7309万亩，比
上年增长 1.4%。经农业部认证的
全省绿色（有机）食品生产企业达
600家，其中开展“线上”销售的达
230多家，占 38.33%。这是日前记
者从省政府举行的“2015年黑龙江
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今年春节前后最忙，一天能
发千八百件有机鸭稻米。”拜泉县
鸿翔亨利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洪利告诉记者，公司从 2014 年 12
月开始网络销售以来，已实现销售
额2亿多元，连续数月在淘宝网有机
糙米销售排名中位列第一。今年公
司更是将有机大米的种植面积由去
年的2200亩增加到5000亩。

据了解，鸿翔亨利米业有限公
司建设的有机水稻基地是我省分
品种建设的 13个绿色有机食品示
范基地之一。我省扩大绿色（有
机）食品产业规模，积极推动“种得
好”，建设的 13个绿色有机食品示
范基地在标准化实施、病虫草害防
控、质量监管等方面进行试验示
范，通过典型带动，将“种得好”向
其他基地延伸。

借助“互联网+”促进“卖得
好”。与新浪网合作打造我省绿色
食品互联网销售公共品牌“小饭
围”，并通过淘宝众筹五常大米方
式启动线上销售，一大批以“互联
网+”为主要商业模式的新型绿色
食品经营主体迅速崛起。截至
2015年底，全省开展“线上”销售的
绿色（有机）食品企业达230多家。

壮大主体推动“认证好”。引
导大型企业与合作社共同开发绿
色食品。到 2015年底，全省绿色、
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发展到 600家，
其中有 14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进
入，全省境内的 5家中粮系企业全
部进行了认证。全省有效使用绿
色、有机食品标志的产品达 2050
个，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达1620个左右，有效使用有机食品
标志的产品数量超过430个。

建机制推动“管得好”。积极完
善抽检制度。全年抽检产品808个，
合格率达 99.7%，比上年提高 0.4个
百分点，对1个抽检不合格产品取消
标志使用权。建立质量追溯机制。
全省已有266家绿色有机食品企业
进入追溯体系，三年内实现全覆
盖。截至 2015年底，全省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达7309万亩，实物
总量 3750万吨，总产值 2330亿元，
比上年增长1.4%、2.7%和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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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有限公司近三百个“党员春耕服务小分队”放弃休息时间，始终坚守岗位，奔波在
田间地头，保证插秧期灌溉用电安全稳定。图为兴凯湖电业局朝阳共产党员服务队在为857农场水稻育秧大棚变台排除
供电故障。 李叙根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本报今日推出融媒体报道
《西通欧洲东出海》H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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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林波 王月迪
本报记者 孙昊

在牡丹江市区，15个星罗
棋布的内湖好像一串串明珠，
为这个依山傍水的城市增添
了许多灵动和风韵。然而，由
于长期以来污水排放、管护乏
力等原因，致使一些内湖失去
了应有的光彩。4月 28日，随
着“江湖连通净化工程”的启
动，这一问题将迎刃而解，同
时也拉开了该市生态攻坚的
序幕。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参加
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
让牡丹江市对生态建设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尽管坐拥绿水
青山，但我们在生态建设上也
有短板，“扬长”的同时必须要

“补短”。
今年 4 月 7 日，国家正式

批复牡丹江市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也吹响了这
个市开展生态建设的集结
号。日前该市制定了《关于推
进牡丹江市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建设的行动计划》，决定
利用 5年的时间，将牡丹江打
造成生态宜居城乡融合发展
的先导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创新区、东北绿色产业发
展的示范区和龙江陆海丝绸

之路经济带先行区。
在生态建设中，牡丹江市

深入实施“水气山林绿”综合
保护修复工程，努力把环城群
山建设成“绿色屏障”，把江河
水源治理为“源头活水”，把城
中湖泡改造为“城市明珠”，把
区域空气净化为“和畅清风”。

今春，他们突出“一山一
水一湿地”建设，同时启动了
海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城市15
湖净化连通、城郊裸露山体治
理3项工程。据市水务局副局
长鄂鹏河介绍，城市15湖净化
连通工程完工后，水质优良的
海浪河水注入15个内湖，水循
环流动起来，彻底改善市区湖
泊水质。同时，按照“一湖一

景”的规划，通过治理打造综
合性区域景观，在市区及周边
形成山清水秀的公园式美
景。针对城郊裸露山体治理，
他们要求城市“一江四路”（牡
丹江、牡市区至三道关公路、
牡丹峰旅游公路、G10和G11
公路）周边可视范围25度以上
坡耕地，全部披上绿装。目前
正在进行裸露山体调查，按

“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负
责”的原则，确定责任单位，并
制定治理规划。

启动实施工业污染全面
排放计划和近零碳排放区示范
工程；林海水库工程被列入全
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有
望年内开工，可惠及百万群众；

开展绿色生活进家庭、进机关、
进社区等“十进”活动；严格落
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牡丹江
正打出绿色发展“组合拳”。

在今年的“市民植树节”
活动中，市民踊跃响应，仅4月
23 日和 24 日，十多个社会团
体、爱心市民共计 1500多人，
一起种下了 7000多株樟子松
树苗。自1982年开始，牡丹江
市即开始组织和倡导环城山
义务植树活动，截至去年年
底，环城山累计义务植树 3587
公顷，参加人数达 15.4 万人
次，成为全省最大的义务植树
基地。

为进一步引导推动全市

上下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广泛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从今年开
始，牡丹江市将每年举办“生态
活动周”，今年的活动时间为4
月22日至28日，主要内容包括
生态环保项目集中开工、生态
环保宣传教育、群众性生态文
明创建、爱国卫生运动、节约型
社会建设、节能减排、义务植
树、生态旅游、绿色出行、绿色
文化体育等十项活动。

牡丹江市委书记张雨浦
说：“我们要深入挖掘牡丹江
生态资源优势，构筑生态建设

‘绿色谱系’，激发转型升级的
‘绿色动力’，擦亮竞争发展的
绿色名片，把广泛的生态共识
转化为生态行动。”

牡丹江 生态建设组合拳构筑“绿色谱系”

□张敏 本报记者 孙佳薇

农户家里秋粮卖不出去，还不上贷款了，他帮助解决；
鸡蛋价格受卡，卖不上价了，他帮助村民找销路；有的村民
摩托车肇事，被拘留了，他去担保……在集贤县太平镇太岩
村，无论村民们遇到什么难事，“有事找赵艳辉支书”，就像“有
事找警察”一样成了村民们的第一反应，而赵艳辉总是千方百
计地帮助村民想办法、解难题，村民们把他当成了主心骨。

太岩村有 280多户村民，1100多口人。赵艳辉从小在
这个村子里长大，20多岁跟随父亲从事土木建筑行业，肯
吃苦，头脑活，建筑工地的技术活都难不倒他，走南闯北开
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练就了胆识。在建筑工地，年年活
计爆满，年年收入不菲，赵艳辉渐渐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赵艳辉有思想、有路子、有能力，跟着他干，准没错！”
这是当地村民形成的共识。2005年村委会改选，村民们把
32岁的赵艳辉请了回来，在村民们满满的信任和期待中，
赵艳辉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是当时全乡镇最年轻的村委会
主任。从2008年开始，他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赵艳辉带领两委班子根据村里的实际，确定了发展思
路：年富力强的外出闯市场，劳务输出；在家里留守的妇女搞
养殖，增加收益；土地流转到一些种植大户手里，集中种植。

为了让一部分村民走出去致富，赵艳辉发挥自己熟悉
建筑行业优势，抓住前些年建筑市场良好的发展机遇，组织
培训了一批木工、瓦工、电焊工等具有建筑专长的村民，并
带领村民外出承包建筑工程，全村农民一年仅在建筑市场
就拿回了 400多万元的收入。农民的腰包渐渐鼓起来，底
气也足了，但赵艳辉没有停下脚步，仍多渠道搜集致富信
息，鼓励村民去外地办企业，搞个体经营，并协助村民积极
申报创业小额贷款，几年来，他为外出经商村民累计协调贷
款150多万元。 （下转第三版）

村民们把他
当成主心骨
记集贤县太平镇太岩村

党支部书记赵艳辉

本报讯（刘利峰 记者贾红路）随着引嫩扩建骨干
一期工程进水闸闸门的徐徐开启，清洌的嫩江水顺着
引嫩渠道缓缓流淌，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开始为下游
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引嫩扩建骨干一期工程引嫩
扩建春季战役告捷，截至 4月 20日，工程已完成 2016年
投资 3.68 亿元，累计占全年计划的 14.7%，保质保量完
成了水面线以下工程，确保工程全线正常通水。预计
工程今年将为下游地区供水 4亿多立方米。

引嫩扩建骨干一期工程是国家 172项重大引水供
水水利工程之一，继 2015年完成 17亿元 90%投资计划
任务后，今年我省将 100%完成国家下达的 25亿元投资
计划。

为确保 4月 20日渠道通水前保质保量完成水面线
以下工程。2月 27日至 3月 4日，引嫩工程引水骨干工
程 36个标段相继复工。参建各方加大人力投放，引嫩
建管局和监理单位共同编制了通水前工程施工质量
控制要点，各施工单位全力推进预制混凝土板铺设，
同时对 2015年底完成的格宾固脚、格宾护坡及枕梁全
面进行质量整改。4月 10日至 19日，引嫩管理处和引
嫩建管局又分别对工程沿线渠道、交叉建筑物和各施
工标段进行了两次全面大检查，重点检查了乌裕尔河
交叉、通南沟交叉、双阳河交叉等工程，对在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以及在建工程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整
改，及时清理乌北 47 公里至红旗干渠 32 公里区间的
施工围堰，对施工单位在乌北 50 公里、乌北 81 公里、
乌裕尔河交叉、乌南 78 公里、乌南 93 公里、黑鱼泡交
叉上下游等 7 处建设的临时涵管进行了重点检查整
改。对没有达到通水要求的渠段，立即进行处理。确
保了干渠如期供水。

针对今年可能发生的汛情，引嫩建管局制定了涉河、
临河工程防汛方案、应急预案。计划在6月30日之前，工
程将完成砼建筑物工程建设，发挥防汛度汛功能。

清洌嫩江水流入大庆沿线

引嫩扩建春季战役告捷

本报讯（管公明 张英奇
记者李播）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全省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
结构增效益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获悉，为贯彻落实八部委联
合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

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
意见》，促进金融更好地支持
我省工业发展，全省金融机构
将密切关注我省工业领域融
资需求的新变化，并采取多种
举措积极支持全省工业信贷

总量平稳增长。
积极配置信贷资金，进一

步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将密切跟踪我
省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动
态变化与融资需求，积极调整

优化与当前实体经济需求不
相适应的信贷业务流程，找准
信贷切入点，灵活安排中长期
授信、流动资金贷款、循环授
信、集团授信等方式予以融资
支持； （下转第三版）

加大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

我省金融业多举措为工业企业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