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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贺万伟 通讯员
韩世峰 张鹏伟）“2019 年，国家实施减
税降费政策，我们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利
润增加了；我们职工的工资提高了，干劲
也增加了。”1月 13日，国家税务总局青海
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谷剑锋一行到企
业走访调研时，西宁宝光金银首饰实业总
公司董事长、省人大代表刘明星这样说。

谷剑锋向刘明星介绍了青海税务在

减税降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听取刘明星
对税收工作的意见建议。他说，宝光金银
首饰实业总公司作为青海土生土长的企
业，是青海首饰行业的骄傲，税务机关对
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一直高度重视；希望企
业在新的发展中不断壮大，为青海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好的政策就是阳光雨露。宝光金

银首饰实业总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税务
部门的支持，尤其是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的出台，更为公司发展增添了新的动
力。”刘明星深有感触地说。2019 年，宝
光公司全年共计减免税费 80 多万元，这
笔钱大部分用于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待
遇，人均增资 20%以上，把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的红利变成了员工可以拿到手的真
金白银，公司的发展势头更强了。这也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六稳”工作要
求的具体体现。

谷剑锋表示，青海省税务系统坚决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持续提升税收征管信息化，不断优
化纳税服务；将继续加强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沟通，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对税
收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青海税务走访问需省人大代表
减税降费增强企业发展势头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2019 年，工商银行青海分行牢固树立“工
商银行不做小微，就没有未来”的发展理
念，全面贯彻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资金支持
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
节的支持力度，通过“工银普惠行”“百行
进万企”等一系列行动，将工行温度传递
给小微企业。

为解决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
健品集聚区 22 户小微企业构建厂房的融
资需求，工行青海分行量身定制《生物科技
产业园食品保健品集聚区内小微企业固定
资产购建贷款融资方案》《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银政通”融资方案》，有效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担保难”问题，累计向 25户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 8456万元，开辟工行青海分

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新渠道。
创 新 推 出 快 捷 便 利 的 线 上 信 贷 产

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总行大数据分析
手段服务实体经济新模式，创新推出全线
上、纯信用的经营快贷、泛交易链、税务
贷、用工贷等信贷产品，一次授信、循环使
用、随借随还的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全面落
地，纯线上信贷产品余额较年初增加 1.6

亿元。
减费让利政策惠及小微企业。着力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通过利率优
惠、费用减免等多种方式，全年减费让利
198 万元，打造“广覆盖、多层次、高效率、
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服务的
雨露甘霖更多普助企业、惠及民生，积极
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工行青海分行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 摄影报道）1
月 17 日，青海省文化馆二楼展馆内，展
出的上百幅青绣作品引人驻足。这是
2019年青绣研培成果展的现场。

现场，来自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的李业尕正在绣盘绣。展品中，不
少是她的倾心之作。十几名绣娘沉浸
在青绣世界，花、鸟、虫、鱼等极具民族
特色的精美图案展现在绣布上。李业
尕说，去年，她和青海的绣娘们去上海
培训，学到了不少东西，老师从创新的
角度，教她们如何将传统刺绣融入现
代时尚。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副处长李中和说，2019年去上海
培训的绣娘，是各州市推荐的优秀绣
娘。这次展览主要展出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
2019 年青绣研培作品，以青绣为主，通
过静态展览、动态展示、活态展演方式，
共计展出青绣、黑陶、银铜器等研培作
品 500余件。

我省各地的刺绣艺人用一双双巧
手，传承千年技艺，绣出了美好生活。

“以前绣的大多是牡丹，主要绣在枕套、
枕巾、被套等床上用品上，这次从上海
学到的是传统+时尚，要让青绣展现在

大众面前，展示在时尚面前。”卓玛说，
展览中的作品大部分是绣娘们经过培
训，大胆想象、尝试的，没想到很受市民
喜欢，成果展开幕的当天，不少市民前
来欣赏作品。

贵南藏绣、河湟刺绣、三川刺绣、
土族盘绣、湟源皮绣……刺绣遍布青
海各地，各民族精妙的刺绣艺术 ，不
仅承载着民族的性格和特点，更在一
针一线间传递着大美青海的文化与底
蕴。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国家
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
目保护，通过“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保护举措，青绣艺术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传承，青绣的生命力和传承实践能力得
到不断增强，推动了青绣见人、见物、见
生活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助
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推动“一优两
高”战略实施，维护民族团结进步，帮助
贫困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增收致富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百幅青绣作品亮相西宁

本报讯（记者 纳玉堂）1 月 18 日晚，
2020年青海省首届体育春晚在西宁体育
馆举行。

晚会上，健身瑜伽《婵熙瑜伽》表演
者们刚柔并济，挥洒自如；搏击节目《中
国少年说》中，少年们虎虎生威，展示了
健康向上的风貌。太极扇、民族歌舞、
健身操、街舞、武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创
新的体育表演方式引得现场观众掌声
不断。

青海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尕藏
才让说，2019 年青海体育人用实干书写

高质量发展的体育答卷，全省体育事业
发展迈入了快车道，高原体育强省建设
取得新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切切实实
感受到了体育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们要认真落实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高群众体育素
养和健康水平，建立和完善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机制，提
升体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体育成为全民
健康事业的重要力量。”尕藏才让说。

我省举办首届体育春晚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发放爱心红
包和体检卡，现场观看文艺演出，享受义
诊服务……1 月 19 日上午，“感恩新时
代·温暖 2020 迎新年关爱流动人口身心
健康”系列活动在城东区启动，短短两个
多小时，百余名困难群众收到了新年礼
物。

据悉，此次活动由青海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办，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西
宁市城东区卫生健康局协办，城东区东
关大街街道办事处承办。系列活动在一
场极具温情的文艺节目中拉开帷幕，活
动现场先后为 20 名流动务工人员发放
爱心车费红包，为 20 名困境儿童赠送爱
心大礼包，为 20名贫困留守老人和 20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发放价值 500 元的健

康体检卡。
除了当天的文艺演出和爱心礼包发

放之外，此次系列活动还会安排 15 名困
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动人口困难家
庭子女到新华联童梦乐园游玩。为辖区
内流动人口、困难群体中的妇女和困境
儿童开展流动人口健康知识讲座、青少
年卫生健康教育、家庭教育讲座等培训。

活动现场，城东区卫健局还邀请医
护人员在会场设置了计划生育政策宣
传台、心理咨询台、红十字会宣传台、职
业病防治宣传台、妇女儿童保健知识咨
询台、义诊台六个咨询处，为大家送温
暖、送政策、送服务，宣传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
预防诊治。

省城东区系列活动
温暖百名困难群众

绣娘展示作品绣娘展示作品。。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上海东方卫
视大型扶贫公益节目《我们在行动》青
海站节目将播出，节目聚焦互助土族自
治县、湟中县的青绣代表产品，帮助当
地百姓出谋划策 ，寻求产业发展致富
路。

《我们在行动》是由东方卫视联合中
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中国社区扶贫
联盟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通过下乡选
品、产品研发、订货会推广、社区推广等
方式，帮助贫困县区走上致富道路的精
准扶贫节目。

《我们在行动》前期节目中，节目组
将家乡情结与精准扶贫结合，与明星嘉
宾一起走入家乡，寻找家乡特色，用暖心
行动打破地域阻隔，沿着产业扶贫这一
核心思路，升级至资源扶贫、特色扶贫甚

至是文化扶贫。
在青海站节目录制中，节目组深入

互助土族自治县、湟中县等地，通过明星
与企业家等助农大使带队，发掘当地特
色和致富产品，以线上线下结合推广产
品的营销方案，帮助农民走向市场，实现
脱贫致富。

节目制片人陈蓉表示，《我们在行
动》第二次在青海拍摄，不同于以往牦牛
肉所展示的青海宽广、开阔的内容，此次
节目聚焦细腻、色彩丰富的青绣产品，希
望能将指尖上的艺术推广出去，发展成
指尖上的经济。

《我们在行动》第四季青海站节目 1
月 21 日和 2 月 4 日 21 时 30 分，在上海东
方卫视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平
台也将同步播出。

《我们在行动》青海站节目明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