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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 26 亿元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日, 我省召
开 2019 年减税降费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减税降费工
作落实情况。
据介绍，
今年以来，
省财政厅通过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宣传培训，
加强督
导检查等措施，全省减税降费工作速
度快、
力度大、
聚焦准，
总体平稳有序，
效果逐步显现并符合预期。上半年，
我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去年同
期下降 3.9%，税收收入下降 11%。减
税降费政策的落实落地，进一步减轻
了我省企业负担，
增加了居民收入，
对

增强企业信心、
培育发展新动能、
稳定
市场预期、稳定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
全省各级税务部门将“减税降费”
作为全年税收工作的“一号工程”，快
速行动抓统筹，内外结合抓服务，通过
做实培训、做细宣传、做精辅导、做强
服务等措施，确保政策知晓到位。目
前，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相继落地，效应
持续显现，经国家税务总局审定，1 至 6
月全省累计新增减税（费）26 亿元，其
中 2019 年新出台政策新增减税 10 亿
元，2018 年实施 2019 年翘尾政策新增

减税 13.03 亿元，2018 年到期后 2019 年
延续政策新增减税 0.14 亿元，社保费
降率政策减费 2.74 亿元。
据悉，1 至 6 月，全省累计减免个人
所得税 8.74 亿元，其中个税减除费用
标准提高到 5000 元及税率结构表调
整，累计减税 7.85 亿元，全省共有 82 万
人享受减税红利；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落地实施 6 个月新增减税 0.89 亿
元，惠及 23.5 万人。另外，小微企业普
惠性减免政策，受益群众进一步扩大，
上半年小微企业申报平稳有序，普惠
性政策新增减税 3.01 亿元。

百名
“武林高手”

齐聚西宁秀绝技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
“世界
武术日”暨青海省首届武术达人赛展演
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落幕。省武术
协会太极拳研究会的 200 多名武术爱
好者集体展演，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武术
盛宴。
国际武术联合会致力将武术发展成
为一项奥运项目，从 2018 年起，将每年 8
月 8 日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定为“世界武
术日”。全球各地以不同主题举行武术
系列欢庆活动，旨在号召世界各地的人
们走近武术、了解武术、爱上武术，把武
术的精神与理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希望通过本次比赛为宣
传平台，加强宣传武术的精神与理念，
掀起我省传承中华武术、全民健身的高
潮。”省武术协会主席张文郡说。

获优秀科技图书奖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由青海省
水文局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
省水文手册》喜获第二十七届中国西部地区
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据悉，
《青海省水文手册》采用先进的计
算方法和技术，创建了适合青海省特点的水
文模型，汇集了国内外最新水文理论和研究
成果，是一部集科学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具
有地方技术规范性质的专业工具书。该著
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一是发展暴
雨时深关系，采用对数非线性设计暴雨公式
取代分段对数线性暴雨公式，解决了分段对
数公式在分段节点处产流历时无解的问题；
二是入主雨面雨量、主雨历时及主雨历时内
的最大可能损失，构建双曲正切模型，对青
海省东部地区中小流域进行产汇流模拟研
究，为利用暴雨资料计算设计洪水提供新方
法；三是增加地区经验公式法计算设计最大
流量、双曲正切模型计算无资料地区年径
流；四是建立模型参数与下垫面、降雨等因
子的回归模型，推算无资料地区的模型参
数，为无资料的地区年径流与设计洪水计算
提供了新方法。

“蚂蚁森林”
项目
近日，青海省第三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颁奖暨“我与祖国同行”文艺汇演
在西宁举行，此次大赛，青海省红十字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
体要求，在全省红十字系统及省市级医疗系统专业救护员范围内举办，通过岗位
技能大练兵提升应急救护普及的能力和水平。
时报记者 王悦 摄

15 日，打卡峰堆多彩村庄赏洋芋花
时报讯（记者 张傲）近日，我省首
个，也是唯一一个多彩村庄乐都区峰堆
乡上一村成了游客的浪山打卡地，如
画般的村庄油菜花金黄、
麦浪滚滚，
特
别是连片种植的洋芋正怒放着美丽的
花朵。为了让全省老百姓享受美丽周
末，8 月 15 日起，这里将进行全省首届
洋芋花节。活动为期三天，
活动期间，
将举行儿童涂鸦比赛、
征文比赛、
花儿
会、
射箭、
刺绣展等十几项活动。
峰堆乡地处乐都区南山贫困山
区，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特别是峰堆乡年轻干部组成的工作
组，通过各种形式，帮助老百姓脱贫，
这里先后完成了省内为数不多山地浇
水，
农作物增产项目；
光伏发电带动全
乡百姓户均年收入增加 2000 元以上
的脱贫致富项目。使得峰堆乡改变了
以前贫困落后的局面。同时，峰堆乡
又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富硒土地资源。为此，在省委统战
部的大力支持下，这里开始了富硒种
土 豆 种 植 项 目 ，再 次 帮 助 老 百 姓 增
收。但是农牧产品的增收距离百姓致
富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峰堆乡乡
党委通过长时间的调查调研，在今年
年初确定了多彩村庄项目。
多彩村庄顾名思义是将原始的山

《青海省水文手册》

地村落彻底颠覆，让农村老百姓居住环
境发生更好的变化，让村庄成为一副
巨型油画，让村庄成为游客游览儿童
和美术爱好者涂鸦的目的地。为此，
峰堆乡提前规划，
以户外旅游为基础，
在打造多彩村庄的同时，积极发动当
地百姓开始在家门口创业，目前随着
多彩村庄的绘制基本完成，当地老百
姓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创建了一个
个旅游接待点，接待点将给游客提供
最接底气的美味。
“把旅游产业和旅游服务做到一
起，才能让老百姓有收入。”峰堆乡一位
干部告诉记者，现在上一村的多彩绘制
已经全部完成，这个由无锡澳澌贝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项目，已经让上一
村发生了质的变化。接下来全乡所有
村都要和上一村一样，成为青藏高原上
最特色的乡村，夏天的时候这里绿水、
红花和各种农作物陪伴着绚丽的村
庄。冬天的时候，树叶落尽、白雪皑皑
时，这里依然会焕发出惊艳的色彩。让
北方的农村在四季都有美丽的颜色，这
是多彩村庄的特色。这里适合一家人
带着孩子来，适合西宁及周边老百姓的
近郊游。
目前，上一村的富硒洋芋正值花
期，站在上一村最高处，油画一般的村

子被金黄的油菜花、滚滚地麦浪、翠绿
的大树和漫山遍野的野花包围着。很
多通过网络知道这里的人们，每逢周末
都会驾车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来到这
里，
吹着凉风，
按下快门。
当地老百姓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家
乡变化带来的实惠，一位老人告诉记
者，没想到几百年的村子土墙土房变成
了油画，更没想到，变化以后会来这么
多人旅游，而且很多开始做餐饮的人开
始数钱了。眼睛里，老人充满着对村子
的骄傲和对村子未来的期待。
“为了让多彩村庄更具吸引力，为
了打造富硒洋芋的品牌，我们将在 15
日举行洋芋花节，我们真诚地邀请热爱
乡土的人们来这里。”峰堆乡一位负责
人说，多彩村庄和富硒洋芋都是为了让
老百姓脱贫以后致富的手段，这里的风
景优美、吗，民风淳朴，是旅游打卡的一
个好去处，邀请全省、全国喜欢旅游的
人来峰堆，
峰堆将以最大的热情迎接。
记者从峰堆乡了解到，本届洋芋花
节为期三天，期间将举行儿童涂鸦比
赛、乡土征文比赛、河湟民间花儿会、河
湟民间射箭赛、河湟民间慈秀展等独具
河湟文化的文艺和展览活动，满足人们
对于青海的了解，对于河湟文化的了
解。

落户湟水规模化林场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青海省林业和草
原局积极与中国绿化基金会沟通协作，经大
量前期工作，
“蚂蚁森林”项目于今年正式落
户青海省湟水规模化林场。项目一期计划
在海东市互助县开展柠条造林 500 万穴，共
3000 公顷，投资 2135 万元。目前项目建设
已全面完成。
据了解，
“蚂蚁森林”项目是由浙江蚂蚁
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公司出资，中国绿化基金
会运作，线上线下互动，社会关注度高、敏感
度高的公益造林绿化项目。截至目前，累计
造林超过 66667 公顷，参与网民近 5 亿人，是
新时期吸引社会资本，发动全民参与造林绿
化的良好模式。此举将进一步拓宽我省林
业生态建设融资渠道，推动省湟水规模化林
场试点建设，探索我省吸引社会资本开展公
益造林新模式。
为更加科学、规范、有序地推进“蚂蚁森
林”公益造林项目，省林业和草原局在深入
开展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绿化基金会
“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储备规划概要方
案》，并上报中国绿化基金会，为“蚂蚁森林”
项目在我省湟水规模化林场范围内进一步
扩大建设规模打好基础。根据中国绿化基
金会提出的《
“蚂蚁森林”公益植树项目青海
省重点布局初步方案》，我省规划总面积
57333 公顷。
根据中国绿化基金会计划，2020 年确定
在我省海东市实施“蚂蚁森林”柠条公益造
林项目 900 万穴，共 5400 公顷，投资 3847 万
元。省林业和草原局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绿
化基金会的沟通协作，做好项目督导，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高效，高质量如期完成项目建
设，为“蚂蚁森林”项目在我省落地开花和探
索高原干旱地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益造
林新机制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