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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后，泉水初生，远处的四姑
娘山上白雪皑皑，散发着阵阵寒气；近处
山谷里，当第一缕金色阳光初现，雪山上
若隐若现轻纱般的浮云漫卷，斜挂天空
的半轮明月和洒在雪山上的暖阳交相辉
映，形成了一道特殊风景。

靠山吃山的四姑娘山人正期待旅游
旺季的到来。藏族民宿、雪山户外、电商
特产……整装待发。随着藏区文化旅游
“新思想”的浸润，四姑娘山百姓正将自己
的绿水青山变成名副其实的“致富山”。

从追风少年到旅游达人

“我 14 岁就开始在山上放牛，那个
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现在我年收入 30 万
左右，放到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说这
话的，是年近 50 岁的藏族“旅游达人”卢
中华。酥油茶飘着浓重的牦牛味道，在他
的“吾野·光影”民宿里，客人围坐在热气
腾腾的藏家火炉边，涮起石格菜(当地人
最爱吃的野菜)，把酒言欢，品味四姑娘
山鲜美的特色藏家火锅，听他分享一个
追风少年的励志故事。

他曾经是贫困户，一支爪爪火(单筒
散弹火枪)和四条狗，伴随他度过了一生
中最难忘的少年时光——— 六年雪山牦牛
放牧生涯。无知无畏的 14 岁少年，一个
人背着一个月的干粮在海拔 4000 米高
的雪山放养牦牛，自己挤牦牛奶，加工成
酥油、奶渣，在漫山遍野的绿色丛中寻找
最为鲜美的石格菜、苦苦菜(野菜)。

一次，一群野狼来袭，他手握爪爪火
瞄准过去，但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手就
是扣动不下扳机。爪爪火哑了火，狗也不
敢冲向狼群，少年卢中华只好一边流泪
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牦牛被野狼活活
咬死。

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痛下决心让自
己强起来，这样才能让家富起来。

20 岁那年，他下山当起了户外摄影
发烧友的向导、背夫、马夫和伙夫，从此

开启了一扇了解山外的大门。
贫困的根源在思想！“起初只知道放

牧和种养，四姑娘山旅游开发后，我借助
自己对于地形的熟悉，试着做向导、当背
夫，改变从此开始。”由于和外来游客接
触较多，知道游客需求，卢中华意识到机
会来了。下定决心后，他一共投入 80 万
元开民宿，结果在后续经营过程中，还是
遇到了经费困难。

后来，他找到一位来自贵州的摄影
发烧友饶璟，两人一拍即合，一起合办民
宿。饶璟毫不犹豫投资 180 万，让卢中华
把民宿开下去，收益对半。卢中华说，是
曾经为饶璟当向导、做背夫结下的雪域
深情在关键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

乐呵呵的卢中华为客人端来了当地
的特色美食：入口即化的酥油、香脆可口
的烤饼、四姑娘山的石格菜、原生态的牦
牛肉。他说，这些都是当地原产的食物，
过去只是当地人自产自销，观念转变后，
依靠旅游拉动的游客增长直接促进了当
地村民的增收。从食物的采摘到生产加
工直至最后端上餐桌，形成了四姑娘山
特色的自产自销循环，而特色火锅成为
游客首选。

“我现在已经不会说藏话了，但是我
依然是曾经的那个 14 岁少年。”卢中华
告诉记者，他希望通过民宿这种方式，把
传统藏族文化和今天人们喜爱的特色民
宿结合起来，只有用四姑娘山和嘉绒藏
族特有的文化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

在四姑娘山，像“吾野·光影”这样的
民宿还有 30 多家。四姑娘山长坪村驻村
干部何小娟告诉记者，四姑娘山民宿的
投资者不仅有本地人，还有很多民宿和
特色酒店是一些被四姑娘山吸引来的外
地人开的。而平均每家民宿的开办，都会
给当地新增 7 至 15 个贫困户工作岗位，
人均增收达到每月 3000 元以上。

从单枪匹马到雪山服务团队

除了雪山、蓝天、白云，马队是四姑

娘山的另一道靓丽风景线。伴着丁零丁
零的铃声，游客能在空灵的山谷间尽情
享受骑马看雪山观旗云的乐趣，游客的
激增也给当地人带来致富增收新机遇。

一身冲锋衣，脸色黝黑，身材壮实的
藏族小伙扎西格绒 2004 年大学毕业后，
来到四姑娘山做起了“牵马人”。扎西说，
他牵了十几年的马，如今也拥有了一支
35 人的团队，业务除了牵马，还做起了
高山向导、攀岩领队，办起民宿接待中外
游客。

有“东方阿尔卑斯山”之称的四姑
娘山，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
金县境内，与“大熊猫的故乡”——— 卧龙
自然保护区接壤。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特殊性，不少观光地点车辆无法进入，
只能徒步穿越或者骑马进山，马匹具有
十分重要地位。“一开始，我一个人牵
马，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一天有时
候只能挣三四十元，有的游客还担心是
否安全，不敢坐。”扎西告诉记者，村里
统一管理以后，村民接受了专业培训、
收费透明，选择坐马穿越长坪沟和海子
沟的游客越来越多。如今，长坪村有牵
马师 700 余人，牵马成为村民重要的收
入来源。

跟着扎西来到四姑娘山海子沟入
口，他牵来一匹浑身雪白的马叫“小白
龙”让记者试骑。和“小白龙”一起的还有
100 余匹马排在长坪沟的入口，等待游
客到来。记者在路边看到，统一乘坐大巴
前来的游客刚下车，就纷纷选好自己的
“爱马”，朝着雪山走去，不到一个小时，
一群马只剩下了两匹。

现在扎西的团队人均年收入达到 6
万元以上。“收入提高以后，生活好了，思
想也新了，这里风景这么好，再也不想去
别的地方打工了。”扎西远眺映照在蓝天
下的雪山，笑着说。

扎西爱人嘎新初有些腼腆，她告诉
记者，他们一家三口，还经营着一家民
宿，有 30 多个房间，年接待游客数千人。
“四姑娘山旅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
依托四姑娘山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

不愁吃穿，还能把小孩送到成都上学，
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哦。今年
还将投资再建一个攀岩基地，争取为
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雪山旅游体验。”
说起当下的收获和未来设想，嘎新初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从小手机到电商大平台

浓浓的嘉绒藏族风、四姑娘山春
季漫山遍野的鲜花、高原的特色农产
品、悠扬婉转的藏腔、大开大合的民族
舞……在四姑娘山镇，一对“80 后”网
红夫妻正通过网络直播，将四姑娘山
产的虫草、松茸、牦牛肉、苹果、野菜干
等推向全国。通过他们的短视频，2018
年全年销售的当地农副土特产总金额
超过 300 万元。

2016 年，一直在外从事导游的
刘明勇夫妇二人回到家乡，把无意间
拍的一个展示家乡风景的视频传到
网上，结果一下“火”了，不断有人来
询问当地的情况。体验过“火了一把”
的夫妇俩当即决定辞掉外面的导游
工作，回乡创业。

爱唱爱跳又活泼的夫妇俩，加上
四姑娘山得天独厚的美食美景和嘉绒
藏族文化，与网络直播平台“邂逅”，夫
妇俩在网上的人气越来越高，全网拥
有 300 多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播放
量达到 1000 多万。

“最开始我们只是想分享家乡美
景和当地特产，现在帮着当地百姓售
卖自己的农特产品，贫困户家里有销
售不出去的东西，首先都会找到我
们。”刘明勇的妻子阿娟有些自豪。

“电商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刘明

勇深有感触地说，四姑娘山的农特产
品都是原生态高品质，但过去却始终
走不出大山。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
民学会了网络电商，开放的四姑娘山
通过互联网拥有了更多的机遇。无论
是贫困户家中 300 斤的滞销腊肉，还
是当地的苹果、花椒等土特产，都能顺
利地销售到全国各地。“前几天我们刚
收了长坪村农户 2000 斤的当归，通过
‘抖音’推销，这些当归很快被抢购一
空。”刘明勇说。

每年 4 月到 11 月，四姑娘山民宿
总是“游客爆满”，供不应求。当地居民
也从过去的“等着客人来”到现在“主
动出击”，在网络和户外运动的群里，
四姑娘山的旅游攻略、住宿空余房间
日期全部都能清晰查到。

“我们现在也在引进一些有先进
理念的投资者，带动当地村民致富，
最重要的是理念的改变。”何小娟表
示，从 2016 年开始，四姑娘山当地政
府为了提高民俗从业人员素质，依托
农民中心夜校，请来了包括饶璟在内
的很多思想解放、管理理念先进的外
地老板和驻村扶贫干部为当地居民
讲课，如今已经累计培训 3000 余人
次。

“新理念带进来，新气象带出去。
出去打工的少了，返乡创业的人多
了。”何小娟欣喜地说起这些年四姑
娘山的变化。据统计，2018 年，四姑
娘山镇共组织就业培训 37 次，覆盖
群众 1796 人，在新思想、新经济、新
旅游的带动下，扶持壮大产业经济效
益达 100 万元。旗云漫卷的四姑娘山
又将迎来一个道不尽传奇故事的春
天。

(上接 1 版)“我们通过普惠性减税
政策，切切实实感到了国家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让企业轻装前行的决心。”陈睿
的话道出了众多企业的心声。

增值税空前降率 促经

济转型惠百姓生活

相比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政
策，大幅下调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税率，
可谓今年减税降费的最大“主菜”。据测
算，今年增值税改革减税规模将超过 1
万亿元。

4 月，是今年增值税改革落地的首
月，尽管减税成效下月才能显现，但受益
最大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已经感受到减负
的春风。

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的上海申驰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琪介绍，去年 5
月增值税税率从 17% 降至 16%，公司
减税约 2 5 0 万元。今年税率下调至

13%，预计将减税近 600 万元。“更大力
度的减税，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带来源
源不断的动力。”

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入的增
值税，素有“良税”之称。增值税改革既惠
当前又利长远，为企业减负的同时，更助
力经济转型升级。

减税省下的钱用到何处，广东明阳
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传
卫有本“明白账”——— 公司去年和今年增
值税降率累计能减税 2 亿元，如果投到
技改上可以建 4 条机器人叶片生产线，
用在研发上可以研发两款大型风电整
机。“总之，投入科技创新，直接带动新动
能的产生。”

如链条传导，当厂商减压力、行业增
活力，最终受益的是广大消费者。

早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前，今年 3 月

就有奔驰、宝马、奥迪、林肯、沃尔沃等汽
车企业闻风降价；自 4 月 1 日起，成品油
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天然气基准门站
价格、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等也应
声下调。

在福建泉州一家大润发超市，门店
贴出公告———“配合增值税率下调商品
全面降价”。据悉，自 4 月 1 日起，大润
发全国门店税改商品实际售价按新税
率同步下调，调价商品达 2 万余种。

“公司调整价格不仅是一种正常的
市场行为，也是为了把改革红利最终让
利给消费者。”大润发泉州鲤城店客服经
理付丽说。

4 月 9 日起，行邮税的下调也给海
淘消费者带来更多红利。

“假设购买两罐一段婴幼儿奶粉
(180 元/罐)需要征税 54 元，降低税率

后税金 46 . 8 元，按相关规定低于 50 元
起征点，不用再缴税。”福建陆地港集团
跨境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张立晖告诉记
者。

“增值税改革，是国家减税降费大
棋局中的关键落子。”上海财经大学公
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深化
增值税改革“谋一域而促全局”，对于激
发经济活力、提升发展质量具有深远意
义。

打通“最后一公里” 确

保企业“实打实”受益

减税效果好不好，关键是市场主体
能不能实实在在受益。能否打通政策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税务部门将以最大力度、最优服

务、最严标准将减税降费惠民大礼包实
打实送到千家万户。”4 月 1 日，随着国
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一声号令，持续 50
天的“加长版”全国税收宣传月拉开大
幕。

开办“纳税人学堂”，设立无人值守
的自助办税厅，增设减税降费退税专
区……记者走访多地办税服务厅发现，
税务部门丰富多样的办税服务，大大节
约了纳税人的时间成本。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许朦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刚出台，税
务部门就通过电话、短信推送政策，还组
织新政策培训辅导会，为企业提供及时
而精准的办税服务。

为方便小微企业纳税人弄懂弄通、
用好用足减税降费政策，福建、重庆等
地开发了减税测算“神器”。在泉州“闽

税通”App 中点击“税秒算”，简单输
入销售额、应纳税所得额后，即可迅
速计算出所需缴纳的税费，直观感受
到减税降费红利金额。

专家表示，减税降费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和企业形成
合力。针对实施中部分行业由于进项
税抵扣减少可能引起税负上升，有关
部门要借鉴过去经验，及时科学制定
增加抵扣等“打补丁”措施妥善解决，
推动税制改革不断完善。

透过 4 月的“大征期”，企业感受到
了更多的春意融融。即将到来的 5 月 1
日，降低社保费率方案将正式实施，今
年有望为企业减负 3000 多亿元。

从这个春天出发，伴随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奏鸣曲，改善营商环境、
让企业轻装前行的更多举措正在路
上，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参与采写：王嘉鑫)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本报记者方问禹

近日突然接到项
继忠电话，说他以“高
级农民”的身份“履
职”一年多了，有感悟
要“报告”。

去年 2 月，包括
项继忠在内的 49 位
浙江农民评上“高级
农艺师”“高级畜牧
师”等高级职称，这是
浙江省首次把面向事
业单位技术人员的职
称评价体系适用于新
型职业农民。

给农民评职称，
能带来什么变化？记
者直奔项继忠位于浙
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
溪镇的养殖场。

两人穿着工作服
并步前行，每走进一
个养殖棚，数百只湖
羊齐刷刷围到栏边，
“咩咩”致意、憨态可
掬。项继忠一边检阅
湖羊，一边打开话匣
子。

“十年前我 3 9
岁，是周边最年轻、学
历最高的养羊人，但
到现在竟然还是！”他
说这样的状况令人着
急，因为养殖业不体
面，身怀绝技但又“硕
果仅存”的农民也不
愿子承父业。

对农民而言，“体
面”两个字摸得着、沉
甸甸。

从如何测算内蒙
古牲畜存栏量、预测
羊市，到新型职业农
民何以传承“末代农
民”的衣钵，羊棚里的
项继忠侃侃而谈、自信从容。他说，自己
这样的农民专家，以前“草鞋没号、野鸡
没名”，现在能跟名校教授平起平坐。

功成名就之后，有在田地和市场里
摸索出来的“真功夫”，更有“为人民服
务”的朴素理想和价值追求，这样的“高
级农民”当然体面。

近年来，浙江省农业农村部门屡有
创举，给农民评职称、打造“金牛奖”，提
高农民的成就感与获得感，重塑农者荣
耀，也由此引导大批年轻人返乡下乡、
干事创业。

走出羊棚进办公室，项继忠泡上一
壶茶，又谈起农业“大棚房”整顿的话
题。

多个部门近日展开行动规范农业
用地，着力整顿农业大棚房等乱象，让
一些投资农旅结合的新型农业主体有
些不大理解。作为浙江农艺师学院的创
业导师，项继忠最近频繁被问及此类问
题。

“已经是新时代了！”项继忠“工农商
学兵”都当过，他眼中的这个问题，折射
出浙商生存之道的变化：以前靠“胆子
大”、敢为天下先，现在必须靠“规范”行
稳致远。

“管地的”和“用地的”信息严重不对
称，新型农业主体“闷着头干”“想到哪做
到哪”肯定不行，农旅结合要做项目规
划、与政府规划衔接……在项继忠看
来，农旅结合规范起步、走上正轨，政府
和企业都要补上“沟通”这堂课。

关于和政府沟通，项继忠现身说
法：20 亩的湖羊养殖场，想扩大规模发
展农业综合体，忐忑地提交了规划 103
亩的设计方案，没想到吴兴区有关部
门、埭溪镇干部召开专题会议，现场铺
开图纸比对规划，对项目设计提出宝贵
建议，还提出帮助协调林地、进一步扩
大项目规模。

“党风廉政建设、依法治国、全面深
化改革，国家这些年做了这么多工作，
政商信任与沟通的大环境好多了！”这位
“履职”一年多的“高级农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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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平：白领程序员返乡当羊倌
作为一名毕业于西北

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80
后”，张向阳就职过北京、深
圳、西安等地的科技企业。
工作环境好、收入待遇高。
2014 年，听闻家乡陕西富
平县为奶山羊产业发展给
予诸多优惠政策时，张向阳
心动了。在与妻子商量后，
夫妻二人决定返乡创业做
羊倌。张向阳与妻子从零学
起，在县里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很快掌握了奶山羊的育
种和养殖技术。2018 年，夫
妻二人的家庭农场收入超
过 40 万元。

“从码农变身羊倌还是
很愉快的。”张向阳说，“下一
步打算继续提高奶山羊的育
种质量，把我的经验传递给
更多的人。”

新华社记者张博文摄▲ 4 月 16 日，张向阳与妻子在羊舍查看羊羔生长情况。 ▲ 4 月 16 日，张向阳在家庭农场给奶山羊投喂饲料。

空前规模减税降费红利兑现 亿万市场主体感受如何

四姑娘山新传奇
靠山吃山的四姑娘山人正期待旅游旺季的到来。藏族民宿、雪山户外、电商特

产……整装待发。随着藏区文化旅游“新思想”的浸润，四姑娘山百姓正将自己的绿水

青山变成名副其实的“致富山”

▲四姑娘山下，马队在有序安排游客进山。 本报记者陈天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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