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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游客
在西安植物园游玩
赏花。

近日，陕西省西
安植物园第 29 届春
季花展开展。本次
花 展 栽 有 郁 金 香
3000平方米，共计20
万株、30 余个品种。
园区在郁金香种植
过程中结合花色和
花期进行搭配，给游
客带来更丰富的观
赏体验。

□据新华社

新华社银川4月1日电 记者1日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宁
夏将建立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疾控机
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同参与
的工作机制，对心血管病、脑卒中等9种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开展机会性筛
查干预管理。

慢性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
类疾病。宁夏慢性病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为主的慢性病
导致的居民死亡人数占到全部死亡人
数的86.4%，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已
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

宁夏选择对群众健康危害最大的
心血管病、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胃癌、食管癌、
结直肠癌等9种重点慢性病，作为医疗
机构机会性筛查干预管理的病种。

重大慢性病机会性筛查，就是将医

疗机构日常医疗服务与重大慢性病高
危人群和患者筛查结合起来，在就医和
体检过程中，对高危人群和患者进行筛
查诊断和干预治疗。

宁夏要求各医疗机构将重大慢性
病机会性筛查干预纳入日常临床诊疗
和体检工作，医护人员要积极主动向就
诊和体检群众及其家属宣传讲解重大
慢性病筛查干预管理对保护健康的重
要性，取得患者配合，并根据病种确定
应纳入筛查范围的临床科室。医疗机
构对筛选出的高危个体开展进一步临
床检查，对完成机会性筛查的患者进行
危险性评估和临床诊断，根据高危个体
和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
分类实施健康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医
学处置等措施。

宁夏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严格掌握
筛查的适应人群和必需的临床检查项
目，严禁出现过度医疗等行为。

宁夏:

将对9种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开展机会性筛查干预管理

新华社西宁4月1日电 记者从青
海省文物局获悉，从2010年至2020年，
十年间青海省累计投入1.38亿元经费
用于西宁段、大通段、湟中段等一批长城
保护工程项目，对长城本体进行了抢险
加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排除了长
城本体存在的险情，改善了长城环境
景观。

据了解，青海省内的长城为明代长
城，主要分布在西宁、乐都、互助、大通、
湟中、湟源等12县（区）境内，全长363
千米，形制上有墙体、壕堑、烽火台、关、
堡等。

青海省文物局副局长许世臣介绍
说：“近年来，我们持续推动长城保护工
作，组织建立了长城义务保护员队伍和
机构，全省长城沿线共聘用长城义务保
护员127名，同时开展了长城保护标志

标识和界桩设置工作，为长城保护夯实
基础。”

在落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过
程中，青海省文物局加大对长城保护修
缮的力度，已申报了互助明长城、大通苑
堡修缮项目，湟中区新城堡抢险加固工
程等5个项目。此外还注重数字化管理
和科学管护，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开展了青海省长城资源信息数据管理系
统试点工作，以提高长城资源信息化、数
据化平台管理水平。

许世臣说，下一步，青海省将继续抓
好长城保护管理工作，全力推进青海明
长城大通段庙沟堡和西南角台保护修缮
工程、贵德古城展示利用等重点项目落
地实施，积极探索长城保护管理机制，持
续推动长城文物保护工作，为长城文化
公园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青海青海：：

累计投入1.38亿元经费
用于长城保护工程

新华社郑州4月1日电 河南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负压救护
车交车仪式近日在郑州举行，76辆负压
救护车交付给 69家院前急救网络医
院。此次项目落地后，河南省基本实现
了每个县级行政区域配备1辆以上负压
救护车。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提升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与水
平，河南省卫健委组织实施了此次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向省内负
压救护车缺乏地区补充车辆。这一项
目资金总额3845万元人民币，涉及69

家院前急救网络医院，由河南省卫健委
根据各地辖区内人口数、负压救护车现
保有量和计划购买数等情况拟定。

这批负压救护车配备了救护担架、
氧气瓶、消毒灯、对讲机、车内负压装置
等，针对不同医疗机构具体需求，还可
以加装除颤仪、呼吸机、便携式心电图
机等抢救设备。项目落地后，河南省基
本实现每个县级行政区域配备1辆以上
负压救护车，可有效缩短急救出车时
间，降低传染病病人转运过程中的传播
风险和医患交叉感染风险，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河南河南：：

基本实现每个县级行政区域
配备1辆以上负压救护车

从近期陆续披露的上市银行年报来
看，消费信贷业务近来异军突起，服务百
姓的同时，成为银行业务新的增长点。
然而，在某些领域肆意丛生的消费信贷
也引发了强力监管。在规范发展的前提
下，消费信贷业务有望放量增长。

消费信贷业务受银行青睐
悄然之间，个人金融业务目前已经

成为银行业务增长重要驱动力。以中国
银行为例，“2020年个人金融业务已经
跃升为中行第一大收入贡献板块，个人
金融业务的利润增速达到22%。”中国银
行副行长郑国雨介绍说。

其中，消费信贷业务尤其受到银行
热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促进消费扩
大内需是现阶段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
也是由消费信贷自身的特点所决定。

具体来看，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具有
对象广泛、风险分散的特点，且个人消
费贷款业务的利差水平较高。在对企
业贷款利差收窄的背景下，消费贷款业
务的相对高利差成为吸引银行目光的
重要因素。

随着银行把战略重心更多转向个人
金融业务，消费信贷成为转型过程中的
重要突破口。近期发布的《中国银行家
调查报告（2020）》显示，在2020年个人

金融业务发展中，超七成银行家认为个
人消费贷款业务是首要重点，较2019年
比例提升近一成。

从各银行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上
看，消费信贷也可谓高频词汇。多家银
行都用“大力发展”“加快发展”“升级提
速”等词汇形容本行2020年消费信贷的
发展情况。

“2020年，建行信用卡贷款新增845
亿元，个人消费贷款新增750亿元。”建
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表示，2021年
建行将把握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机
遇，继续推动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款的
持续发展。

农业银行表示，2021年将加大对新
型消费领域居民个人信贷的投放。中行
则将消费金融列为“十四五”时期重点发
展领域之一。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刘金
表示，中行将促进消费金融发展，落实扩
大内需战略，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

消费信贷发展空间广阔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从金融支持
消费来看，发展消费信贷是其中重要一
环，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表示，构建新发

展格局，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未来民
生消费领域需求将持续释放，为发展普
惠金融、消费金融带来良好机遇。

消费信贷的蓬勃发展，还有一个新
的背景。房地产贷款长期以来被银行
视为“香饽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然而，在“房住不炒”和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房
地产融资趋紧，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
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特别是
2020年末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的出台，更是全面拧紧了房地产融资
的“闸门”。

面对这一变化，商业银行迫切需要
优化信贷结构，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消费信贷顺应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导
向，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预计，
“十四五”时期商业银行住户消费贷款增
速将保持在12%至14%的稳定区间。商
业银行会以公共消费、汽车住房消费、城
乡消费、服务消费等金融服务抓住潜在
零售客户，继续减费让利，降低个人消费
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创新个人消费
金融产品。

监管完善促消费信贷规范发展
近年来，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的

积极合作使得消费贷款渗透率大幅提
升，在扩大消费信贷覆盖面和便利度的
同时，也衍生出新的风险。“互联网平台
提高了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却往往
忽视‘可负担性’，金融风险随之累积。”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
淼说。

专家认为，部分互联网平台向一些
资信脆弱人群灌输“超前消费”“过度消
费”等观念，过分追踪与收集用户“数字
足迹”，给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带来阴
霾。同时，也存在部分消费贷款被挪用，
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推升相关资产价格
的现象。

为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整治市场乱
象，相关监管政策正在加快推出。近
期，网络小额贷款管理办法、互联网存
款新规、禁止小贷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
联网消费贷款……一系列监管举措陆
续出台，剑指市场乱象，为消费信贷规
范发展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各地监管
部门也出手严查消费贷流向，确保贷款
不被挪用。

专家认为，随着监管趋于完善，银行
加快产品创新和投入，打造高效便捷的
消费贷款产品体系，消费信贷有望在规
范发展的前提下迎来发展机遇期，助力
形成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内需市场。

4月1日起，又一波税收优惠政策
“上线”。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由现行
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将运
输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医药、化学
纤维等制造业企业纳入先进制造业企业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实行按月全
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系列实招硬
招有序推出，助力广大市场主体青山常
在、生机盎然。

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今年4月1日起至明年底，将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起征点，由现行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
15万元。

起征点提高，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纳
税人所承担的税收负担下降。

有人疑问，是不是月销售额15万元
以下就不用纳税了？不一定。这里说

的是增值税，所得税等还得按有关规定
缴纳。

而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恰好在所
得税方面也带来了利好消息。

会议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至明年
底，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
所得额不到100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
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进一步
降低实际税负。

“可以说，这几项政策是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精准‘滴灌’。”北京国家
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
旭红说，这体现出我国政府在调整一些
阶段性政策的同时，不搞“急转弯”，对市
场主体“扶上马、送一程”。

值得关注的是，4月1日起，我国将
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医药、化
学纤维等制造业企业纳入先进制造业企
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实行按月

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真的是好消息！”四川省德阳和研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如意说，原先企
业享受非全额留抵退税政策，如今实行
按月全额退还，公司资金压力将进一步
缓解。“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辅导，帮了我
们大忙。我们正在研究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拓宽技术服务范围。”

李旭红告诉新华社记者，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通常与企业购置生产研发设
备等相关，把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仪器
仪表、医药、化学纤维等制造业企业纳
入，将直接激发相关企业加大投入转型
升级，为我国制造业恢复元气、稳健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

会议指出，上述政策加上已出台税
收优惠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超过
5500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有序出台许多

税收优惠政策，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起到积极支撑作用。”江西省
抚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陈玉珍
说，“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向纳税人做
好政策宣讲解释工作，更好把税收优惠
政策转化为生产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还强调，在
落实减税政策的同时，要有序合理压减
非税收入，坚决防止各种名目乱收费增
加企业负担。

财政部3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2个月，全国非税收入4741亿
元，同比增长16.8%。

受访专家学者认为，在经济回稳向
好的背景下，要保持清醒头脑，减税降
费两手抓，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发展后劲，进一步做实“保”的措施，
巩固“稳”的基础，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提质增效。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31
日从教育部获悉，2012年以来，我国累
计有514.05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
等教育，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
一代大学生，高等教育向贫困生倾斜促
进了社会的向上流动。

以“教育：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为
主题的教育扶贫国际研讨会31日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探讨教育与减
贫的关系，分享我国教育扶贫的成功实

践与经验做法。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致辞中说，

普及有质量的教育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基
础。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将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脱
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田学军表示，我国实施教育精准帮
扶，大力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构建完善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广泛动员高等
学校和职业院校实施产业扶贫，帮助众多
贫困乡村走上致富道路，提前10年实现了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与会国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为世
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发展
中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希望中国对教育
扶贫的经验做法进行系统总结，与各国
开展更多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减贫与教

育互利发展之道，携手推进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研讨会上发布的《面向2030·中国教
育扶贫的实践》显示，2020年，我国贫困
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较
2015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截至2020年底，义务教育阶段
1.45亿学生中，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
的60多万人降至682人，其中20多万贫
困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

新华社长沙4月1日电 记者从湖
南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湖南近日出台系
列政策全面保障先进制造业、科技创
新、对外开放等“三个高地”重大项目用
地需求，并围绕“三个高地”项目优化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

据了解，今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将打造“三个高地”、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作为“十四五”
时期的方向和任务。“三个高地”即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高地。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谢文介

绍说，对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对外
开放类项目，由省级统筹保障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交
易，确保可报尽报、应保尽保。同时，
用好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
策，大力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支持“三
个高地”项目发展。

在用地审批方面，湖南自然资源部
门对301个“三个高地”项目开辟了审批
服务“绿色通道”，做到即报即审、快审
快批，审批效率提速30%。全面推行

“一件事一次办”，做到减事项、减时限、
减环节、减材料、减次数，推动相关项目
及时落地建设。

全面保障
“三个高地”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湖南湖南：：

银行发力消费贷，强监管下走向何方？
□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李延霞 吴雨

助力青山常在生机盎然，减税降费再上“硬菜”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2012年以来我国有514.05万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