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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引擎”助商惠民 中国银联助力青海经济复苏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稳住经济基本盘总体要
求，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积极响应省政
府开展惠民暖企健康消费号召，发挥银
联云闪付持续助力复工复产作用，在与
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及商户开
展云闪付 APP 助商惠民活动，让各族人
民群众享受云闪付惠民补贴和安全便捷
的移动支付服务，形成共抗疫情、促进消
费、恢复市场、拉动经济的坚强力量，维
护全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大局，促进消
费经济复苏。

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将充分发挥银
联平台优势，通过铺底性让利优惠、节点
性让利优惠、拓展性让利优惠和宣传类

助商惠民，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经
济。5 月 1 日起，在继续巩固和打响“银
联 62”品牌的基础上启动“重振引擎”助
商惠民活动 ，在全省各百货、商超、餐
饮、文旅、公交、加油等场景，通过云闪
付 APP 发放消费优惠券。结合地方特色
主题，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也将联合海
东市政府共同开展“情满河湟·云暖万
家”促消费活动，让海东人民群众也享受
云闪付移动支付优惠，不断丰富助商惠
民活动内容。在助商惠民、打造优良的
移动支付服务环境整体活动中，中国银
联青海分公司将累计投入资金逾 2000
万元，预计带动消费约 2 亿元。

近期，中国银联在多地积极响应地

方政府政策助力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
潜力释放，加速经济回暖步伐。目前，在
南通、青岛、宁波、辽宁、内蒙古、安徽、
重庆等地，联动产业各方，针对各地商业
布局、消费者需求类型等，联合各地政府
及商业银行共同出资逾 4 亿元发放消费
券，受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与欢迎。其
中九成以上受益商家为中小微商户。中
国银联在支付产品上为消费券发放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既提供完全依托云闪付
APP 的全流程营销解决方案，又充分发
挥银行卡转接清算平台优势，提供更开
放的产品接入模式，满足政府将更多当
地政务服务加入的需求。银联将继续致
力于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普惠民生提供
更优质的支付服务创新实践。

下一步，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将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人行西宁中心
支行科学指导下，提高站位、坚定信心，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强与各商业银行、
行业参与方的协调和沟通，紧密配合，深
化银联与各商业银行的资源共享、信息
互通，将移动支付业务惠及全省各族人
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群众感受到
优质、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一如既往
地积极践行“支付为民”宗旨，为全省疫
情后期提振消费提供更优质、便利的创
新实践，为加速全省消费复苏提供更加
高效、快捷、安全的支付服务。

一“退”一“补”
守好绿水青山无价宝

4 月 的 青 海 湖 ，从 严 冬 的 沉 寂 中 苏
醒。42岁的藏族牧民扎公疾跑几步，一把
按住了被风吹跑的垃圾袋。

扎公家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
察县泉吉乡冶合茂村，2015年他被村里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2019年起，扎公
成为当地的一名生态管护员。这个岗位
每年可以给他带来 1.5万元的工资收入。

扎公心里有一本账——以前只靠放
牧，一年收入也就 1 万元左右。近两年，
虽说因为退牧还草等政策，家里放牧的收
入看上去比原来减少了一些，但每年能收
到奖补资金，再加上生态管护员的工资，
一年收入能达到 2 万多元。他盘算着，今
年夏天能采点蘑菇，再联系买家定期卖牛
奶，“日子会越来越好”。

“当管护员不只是多了一份收入，更多
了一份责任。”扎公笑着说，“现在湖边垃圾
少了，草场变好了，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生态功能极
其重要，九成以上国土面积被列为限制开
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探索生态保护和脱
贫攻坚“双赢”的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
方案。仅仅是扎公所在的泉吉乡，2020年
全乡禁牧草场就有约 102.53万亩，草畜平
衡草场约 92.33 万亩，预计发放草原生态
保护奖补资金超过 1100万元；安排各类生
态管护员超过 100 人，预计发放补助资金
约 190万元。

不只是青海，贫困地区要想富，生态
是一道不能绕开的考题。

黑龙江为了加快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及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等 44
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护林员选聘工
作，2019年选聘生态护林员 1.7万多名，补
助资金 6600多万元，人均增收近 4000元。

2016 年以来云南省林草部门在深度
贫困县累计聘用生态护林员 12.06 万名，
带动 51.73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增
收，有力促进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数据显示，全国生态扶贫共带动 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增收，生态保护修复重
大工程项目也向贫困地区倾斜。与此同
时，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积持续增加，沙
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不断减少，森林覆盖率
平均增长 4个多百分点。

生态产业
大山里结出致富“金果果”

“森林碳汇”，这个新名词一度让贵州
省盘州市保基乡冷风村村民李小胜感到
遥远而又陌生。

妻子身体有残疾，孩子还在外面读大
学，靠着种地营生，李小胜家里的日子一
直过得紧巴巴的。

“帮扶干部说，多种树空气好，把树保
护好就能赚钱。”52 岁的李小胜咋都想不
到，今年他家的 450 株树全部实现碳汇售
出，家里收入增加了 1350元。“多种树这个
事肯定是好事！”

李小胜所在的贵州省，是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之一，从 2017年 12月开始实施单
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贵州将拥有林地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树木按照树种、大小和
碳汇功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进行
筛选、编号、拍照，再上传到贵州省单株碳
汇精准扶贫平台，每棵树每年的碳汇价格
为 3元，开发一次可连续售卖 6年。这些碳
汇树可出售给个人或企业，购买碳汇资金
全额进入贫困农民的个人账户。目前项目
所覆盖的 264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若碳汇
量全部卖出，户均可年增收960元。

“这个项目让我们又多了一条增收渠
道，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树。”李小胜说。

近年来，随着生态扶贫产业的发展，

山大沟深、地处偏远等发展劣势，正在成
为贫困地区探索绿色发展、开发生态富民
产品的新“热点”。

暮春时节，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平
利县，茶山上绿意葱茏，云雾缭绕。当地
生态好、气候温和，产出来的茶叶品质优
良、独具特色。

一亩茶十亩粮。“乡亲们说，种茶才能
换来真金白银。”家住平利县三阳镇牛角
坝村三组的陈行友说。

陈行友一家 4 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
工。近两年脱贫后，老两口在家种点庄稼，
管理一亩多茶园，日子却老也“富不起来”。

依托当地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2017
年，村上产业大户祥华茶业有限公司被遴
选为带动经营主体，带着乡亲们发展生态
种茶产业。陈行友老两口现在一边能自
己种茶，一边还能给茶厂打工挣工资。

2019年，陈行友夫妇仅自家茶叶就卖
了将近 5000 元，给当地茶厂管理茶园、采
茶，一年下来还能挣到 15000元左右。

“跟 2015 年脱贫时相比，收入翻了一
倍多，日子越过越好，致富的希望也更大
了。”老陈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信心。

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带路，推动贫困
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产业，山上
长出了“金叶叶”，田上结出了“金果果”。
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林业产业总产值已达
到 4.26万亿元。

生态旅游
好山好水待客来

“家里养的小笨鸡很受游客们欢迎，

就靠卖鸡和鸡蛋，我家一年都能增收三四
千元。”家住吉林省查干湖附近的贫困户
李月娥自信地对记者说。

查干湖冬捕的名片越擦越亮，这几年
到这里来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李月娥
所在的查干湖镇妙音寺村就搭上了这趟
生态旅游的发展快车。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查干湖区域生态
进行系统治理，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
相互促进。李月娥和乡亲们过去零散种
植玉米，自家随意施肥，对查干湖也造成
一定污染。如今，为了减少面源污染，当
地 230 公顷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同时
实施种植结构调整。从种玉米改为种植
中草药材、花卉等。

查干湖镇妙音寺村党支部书记潘立
辉说：“过去大家种玉米，每公顷收入约
5000 元，如今流转土地，村民每公顷能获
得 12000 元，自己不用种地还可以打工多
赚一份钱。”村里还有近 40 户人家开设了
农家乐，年增收 2万元到 10万元。

“环境好了才有更多的人来玩，所以
我们现在都自发保护查干湖。”村民赵苍
说，过去村里塑料薄膜满天飞，玉米叶也
随地都是。现在大伙儿都爱护环境，空气
好了，村子也干净了，来查干湖旅游的人
更多了。

好山好水好风光。我国现有的 5A 和
4A 级旅游风景名胜区，百分之六十以上
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不少贫困村。随着
森林旅游、休闲康养等新兴绿色产业日
渐兴旺，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口袋
里的金山银山。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28日获悉，财政部、税务总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延
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稳定企业
长期发展预期，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称，对今年底到期的对设在西部地
区的国家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

率 征 收 企 业 所 得 税 政 策 ，延 长 实 施 期
限。

三部门此次发布的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
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

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制定。

根据公告，所称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和江西省赣州市，可以比照西部地区的
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绿”水“金”山尽笑颜
——贫困地区探索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新路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如何让贫困地区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2015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

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
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各地采访了解到，通过生态扶贫，贫困地区群众依托当地生
态条件，走出一条建设生态文明和脱贫攻坚相互促进的路子，以“绿”生“金”来，脱贫奔小康。

三部门：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