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钧不盈尺
□ 吴 涛

在“守”住老规矩的同时，“进”的脚步永远

不能也不会停止。任何事物的演进，终是在

“守”与“进”的此消彼长中完成的——这就是

传承与创新的辩证，时代的发展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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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着油纸伞，独自彷
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
巷。”多年前，诗人戴望舒
在江南的雨巷寻找“丁香
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而那天，我们则是在中原
的一座古镇探寻神秘钧瓷
的前世今生。

这里是神垕（音 hòu）
古镇，被誉为“中国钧瓷
之都”，是人们眼中“唯一
活着的古镇”。4 月 27 日，
参加“颍川故城 魅力三都”
河南杂文名家走读禹州采
风活动，正好碰到下雨。
春夏之交的毛毛雨从天空
洒下，把脚下的青石板涂
抹得湿漉漉的。撑伞漫步
在古镇的七里长街上，湿
滑的青石板驱动着我们的
脚步愈发轻盈，似乎真切
地感受到了戴望舒诗中所
描绘的烟雨朦胧的浪漫。

虽 然 早 知 道 禹 州 以
“钧都”而著名，也知道
“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贵
重，但不来神垕真的不敢
说认识钧瓷。烟雨朦胧
中，古朴的老街拉着我们
穿越时空。当地人告诉我
们，钧瓷始于唐、兴于
宋，而明清时期钧瓷生产
和交易的盛况从民谣中可
窥见一斑——“进入神垕
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
座窑，烟火遮满天。商贾
遍地走，日进斗金钱。”

走进老街两旁一个个
店铺，欣赏着各式各样琳
琅满目的钧瓷艺术品，在
爱不释手之外，记住了

“世人莫道黄金贵，不如钧
瓷一把泥”“纵有家财万
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美
誉。而听的最多的一个
词，叫“钧不盈尺”。

“钧不盈尺”这个词，
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

到了，而这次则刻骨铭
心。记得几年前有部电视
剧叫《大河儿女》，讲的就是
烧制钧瓷的故事。剧中，小
军阀柴殿金为了给大军阀
阎锡山过寿，要求窑主贺焰
生为其烧制一尺二寸高的

“三戟莲花瓶”，遭到一身
正气的贺焰生一口回绝，理
由是：钧瓷自古有“钧不盈
尺”的规矩！钧不盈尺到底
为什么呢？一问才知，这
主要跟钧瓷的成型工艺和
窑的构造有关，手拉坯和
印坯都不易做出一尺以上
的器型，而烧制钧瓷的温
度必须在一千二三百摄氏
度，且要烧十几个小时甚至
更长，窑炉中上下的温差
使钧瓷的高度受到局限，
所以成功的钧瓷就局限在
一尺之内。因此，自古就
有了钧不盈尺之说。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
字，而工匠们是最讲求认
真的，认真细致的“工匠
精神”中包含的极其重要
的因素就是遵循规矩、恪
守定律。上千年来，钧瓷
代代传承，靠的就是一代
代窑匠们精益求精的治业
理念和勤勉做事的态度作
风。时至今日，钧不盈
尺的行训仍持续散发着朴
实无言的正能量，成为哺
育后来窑匠们的精神财
富。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财
富，点燃着神垕这片神奇
土地上的窑火千年不息，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

“活着的古镇”。
当然，现今钧瓷的烧

制工艺早已远超古时候，
更是突破了钧不盈尺的限
制。我们在一些店铺里分
明看到了一人多高的大钧
瓷瓶赫然挺立，因其烧制
的成功率较低，肯定就显
得更加珍贵。同时也说
明，钧不盈尺并不是不可
打 破 的 金 科 玉 律 ， 在

“守”住老规矩的同时，
“进”的脚步永远不能也不
会停止。任何事物的演
进，终是在“守”与“进”的
此消彼长中完成的——这
就是传承与创新的辩证，
时代的发展亦是如此。

4月是第 28个全国税收宣传月，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重大决策
部署，市税务局积极行动，在“精准”上下功
夫，针对重点群体就相关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进
行整理梳理，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
就业，确保实现“应享尽享”的工作目标。日
前，就重点群体减税降费优惠政策问题，本报
记者采访了市税务局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艳峰。

记者：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主要包
括哪些人员？

王艳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
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

上述人员具体包括：1.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
息系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
上的人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4.毕业

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
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
日至12月31日；5.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
务院 中央军委令第 608号）的规定退出现役并
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记者：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是如何规定
的？

王艳峰：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
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下同）内
按每户每年 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
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

的，减免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
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记者：重点群体就业税收优惠是如何规定
的？

王艳峰：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
及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 《就业创业证》 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
策”）的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和每人每年 7800 元的定额依次扣减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
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和每人每年 9000元的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企业招用就业人员既可以适用上述税收优
惠政策，又可以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项税收优

惠政策的，企业可以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
但不得重复享受。

记者：如何确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身份
信息？

王艳峰：国务院扶贫办在每年 1月 15日前
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名单及相关信息提供给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将
相关信息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
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托全国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核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身份信息。

记者：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王艳峰：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纳税人在 2021年 12月 31日
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年的，可
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

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满 3年的，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
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
的，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

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确保实现“应享尽享”目标
——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就重点群体减税降费优惠政策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翟华伟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近日，记者
从市文广旅游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商丘旅
游 总 人 数 达 269.4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5.27%；旅游总收入 5.64亿元，同比增长
16.9%。

据了解，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
市春节假期旅游市场的火爆。春节假期期
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177.97万人次，同比
增长 12.21%；实现旅游收入 10626.42 万
元，同比增长 25.64%，首次突破亿元。古
都文化游、庙会游、年俗节庆游、休闲体
验游等成为今年春节假期旅游的热点。其
中，商丘古城首届年货节在春节前开幕，
营造了浓浓的年味，吸引了周边地区及本
地市民边游边购，并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等

媒体的关注；火神台庙会以“迎新春、赏
花灯、拜火神、祈福运、观非遗、品美
食”为主题，盛况空前；永城芒砀山旅游
区推出了傩仪祈福、舞龙舞狮、竹马旱
船、气功喷火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
动，春节期间景区游人如织。

不得不提的是，随着商丘古城开发与
保护性重建加快步伐，对游客的吸引力进
一步增强，拉动了餐饮、娱乐、文旅产品

购物等相关文化旅游消费。
另外，随着“百城提质”带来的城市

建设大提升，我市日月湖景区、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等几个知名景点成为游客春节期
间出游和春节踏春赏景的热门。

今年1月至3月，日月湖景区共接待游
客 36.6万人次，春节假期期间单日高峰达
5.7 万人次。“春节假期期间天气总体向
好，是游客增多的主要原因。另外，3月

到 5月也是市民踏青春游的高峰，游客数
量明显增多。”日月湖景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第一季度我市旅游业实现开门红，
这与我市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分不
开的。2018年，我市专门制订了《推进商
丘古都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实施专案》，
着力叫响‘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
2019年，我们继续坚持‘宜融则融、能融
尽融’的原则，紧紧围绕华夏历史文明商
丘传承创新区的发展目标，加强文旅深度
融合，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吸引更多的
省内外、国内外游客到商丘旅游、参
观。”市文广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路通告诉记者。

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双双大幅度提升

我市旅游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奋进新时代

喜看首季开门红喜看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4月29日，副市长王金启带领市创
卫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管局、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
等单位负责人到梁园区、睢阳区暗访督导创卫工作开展情况。

王金启先后到梁园区白云办事处部分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商丘中心汽车站、商丘火车站、睢阳区新城办事处新华
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查看。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听取工作汇
报，详细了解创卫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对近期工作进行部
署，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进行交办，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王金启指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时间紧、任务重、困难
多，是全市上下关注的焦点。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变压
力为动力，通过创卫工作的开展，将难点、热点转变为城市
的亮点，让广大群众共享创卫成果。要突出重点，抓好宣
传、督导、通报、奖惩等重点环节，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要
强化协调，市创卫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综合考评作用，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分工各尽其职、各负其责，狠抓落实。要
严格奖惩，建立问题清单，逐项督办落实，对于工作不力、
行动迟缓、影响全市创卫工作大局的要予以严肃问责。

市领导到梁园区、睢阳区

暗访督导创卫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29日下午，我市召开铁路沿线
环境治理整改工作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通报
高铁沿线环境问题，部署铁路沿线环境治理专项行动。副市
长倪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倪玉民指出，我市作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铁路沿
线环境质量对我市的发展环境和城市形象有直接影响。要高
度重视铁路沿线环境治理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有关部署，加大治理力度，彻底消除问题。

倪玉民要求，要立即部署、立即行动，马上掀起整治高潮。
要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做好任务分解、强化资金保障，按照部
门牵头、县（市、区）组织、乡（镇、办事处）落实的原则，进一步加
大协调配合力度，围绕铁路沿线做好违建拆除、渣土清运、黄土
覆盖、涵洞积水清理、秸秆禁烧、农村垃圾清理、河道河岸垃圾
清理和火车站站内环境卫生问题整治等工作，同时加强铁路沿
线绿化工作。要做到举一反三，对普铁和高速公路沿线同步开
展专项行动，确保得到全面提升。

倪玉民强调，要加大督查力度，建立周通报机制，对行
动不利、成效不明、工作推诿等问题进行严格追究和严肃问
责。要加大宣传曝光力度，进一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推
进行动取得实质性成效。

我市部署铁路沿线环境治理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29日，我市召开全市重点企业
绿色发展教育培训会议，宣传环保法律法规，警示教育污染
防治主体责任人员，培训污染防治方式方法，分析当前污染
防治攻坚形势，部署有关工作。508家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此
次培训。副市长倪玉民出席并讲话。

倪玉民指出，今年以来，我市污染防治工作推进有力并取
得明显成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要清醒看到
当前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倪玉民要求，要强化问题整改和措施落实。企业要扛稳
扛牢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遵纪守法开展生产和经营。有关
部门要严格执行政策，严处违规行为，依法追究严重违法行
为，并以三区为单位，对各类问题建立清单，逐一检查、逐
一销号，确保问题得到集中整治、集中消除。要举一反三，
各县（市）要对照市级普查要求做好各自环保问题的普查工
作。环保部门要加大指导、督导和服务力度，全面推进我市
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

培训会上播放了环境保护宣传和警示教育片，表彰了环
境管理优秀企业，通报了环境违法典型案件，有关企业进行
了典型和表态发言，并向三区交办问题企业清单。

我市组织重点企业

进行绿色发展教育培训

本报讯（季 哲）为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综合管
理”消防安全方针，增强机关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高
在紧急情况下应变和自我保护能力，防患于未然，4月 28日，
市委办公室、梁园区委办公室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80余人，开
展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为主题，以人员应急逃生能力
提升、熟练消防器材使用为内容的模拟消防演练活动。

演练现场集中开展了室内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火场逃生
帐篷体验演习、消防器材使用操作等活动，利用丰富全面的
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身临其境的逃生演习、紧张有序的实
战操作，使参加活动的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绷紧了安全这根
弦，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对火灾预防、发生以及消灭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熟练掌握了灭火器、灭火毯、防毒面具等
消防器材的操作和使用，提升了应对突发火灾迅速处置、安
全撤离的能力和技巧。

市委办公室、梁园区委办公室

联合开展模拟消防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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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该县 2018 年累计建成高标准

粮田万亩方 26 个，面积 90 万亩；
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2.2亿斤，实现
丰产丰收；完成造林2.74万亩；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48.4亿元，总量及
增速均居全市第1位。

“看来，俺种富硒苹果才是俺
发家致富的好出路！”在虞城县张
集镇，喜获“苹果王”称号的杨绪
轩激动地对记者说，他的富硒苹果
最高卖到了8元一个。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下，张集镇开始
尝试开发富硒苹果，目前已经成为
张集镇红富士苹果的主打果品，也
是全镇果农增收致富的法宝。

据统计，该县认证无公害农产
品 25个、绿色食品 9个，“虞城荠
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虞城苹果”“惠楼山药”被
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别小看这荠菜，它不光让俺

每亩地多收入 6000多元，还不耽
搁俺种麦、种玉米，也不用担心荠
菜卖不出去，县里的企业都争着
收呢！”虞城县利民镇乔庄村村民
乔长伟说话间带出一串幸福的笑
声。近年来，随着荠菜水饺受到市
场欢迎，各速冻食品企业以订单种
植形式发展农户种植荠菜，把“种
啥吃啥”变成“吃啥种啥”，既满

足市民需求，也带动农民增收。
“我们采用新科技培育出来的

花生芽富含白黎芦醇，花生芽的
白 藜 芦 醇 含 量 比 花 生 要 高 100
倍，比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
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金豆子公
司总经理杨志华拿出一把花生芽
自豪地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该县拥有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1家，其中
国家级2家、省级10家。该县以企
业为平台，实现农业产业化，推动
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

农民职业化

该县积极引导传统农民向职业
农民转变，带动农民的生产经营模
式实现多元化，建立现代农业与百
姓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业增值收
益更多地留在农村、留给农户，带
领农户由原来的单一传统种植转向
依托龙头企业发展立体交叉种植、
特色种植。

该县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社、
小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建立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机
制，引导小农户跟着大产业走，培
育三大产业带、六大经济圈，累计带
动1.2万余名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
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

走进城郊乡二桑树村，本该种

满小麦的田地却变成了大片大片的
“足球场”，该村是附近出了名的草
坪种植基地。“俺村合作社流转了
516 亩土地，采用‘公司+农户’
的模式建设草坪种植基地，农民用
到户增收资金参与入股分红，还可
以在基地里干活挣钱，原来一块地
现在能拿两份钱，不但老百姓收入
提高了，村集体也富裕了。”二桑
树村党支部书记刘建领一边带着大
家参观种植基地一边介绍着。

去年以来，该县注册专业合作
社2139个、家庭农场695个，带动
土地流转55万亩，建成485个益农
社，上线运营总数居全市第 3位，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居全市第1位。

“我自从加入合作社，家里的
收入比以前高多了，金豆子不光让
俺在合作社里入股，平时干活也给
钱。”4 月 23 日，在界沟镇杨店
村，贫困户杨毛豆一边在合作社干
活一边对记者说。为配合全县脱
贫，金豆子公司在虞城南部的闻
集、杜集、刘店等乡镇建有4个绿
色合作社基地，吸纳当地贫困户加
入合作社，种植无公害大豆，为公
司提供优质的豆源，也让贫困户实
现了到户增收。

该县积极开展“百企帮百村”
活动，科迪集团带动农民养殖奶牛
3万头、种植荠菜30万亩，金豆子
公司带动农户2400余户种植大豆。

▲为丰富全区各机关单位职工
的文化生活，近日，由睢阳区委、
区政府主办，区教体局、区总工会
共同承办的睢阳区庆“五一”职工
运动会篮球项目的比赛圆满落幕，
来自全区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
参加了比赛。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促进农村全民健身运动的发
展，日前，睢阳区勒马乡举办2019
年农民运动会，来自该乡乡直机关
及23个村8支代表队的280余名运
动员参加了此次运动会。
本报记者 白鹏 通讯员 杨丹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