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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国有 很安心

春节将至，对于辛辛苦苦打拼一年的
人们来说，丰厚的“年终奖”成了大家心中
最大的盼头。然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多行业年终奖出现大“缩水”甚至不发。
当下，为了不让自己的钱袋子缩水，很多
人早已选择了在类似大河金服这样具有
国资背景的平台上进行理财。

河南郑投是由郑州三大政府性投融
资平台之一的郑州投资控股发起成立的
国资系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拥有完善的
风控体系，资金实现银行存管，以保障投
资者的资金安全。大河金服是河南郑投
旗下专业化理财产品销售平台，联合河南
郑投、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南京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卓
越的金融机构,为市民甄选优质、多元的
理财产品。

平台靠谱，收益也要可观。郑投“畅
享”系列产品是由大河金服通过与大型国
有融资性担保公司、供应链管理公司及优
质核心企业等机构合作推出的企业借贷
类产品，2000元起投。

同时为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大
河金服推出的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
产品“郑信宝”，是一款针对河南一优质企
业的收益权转让产品，目前正在热销，一
万元起投。

咋方便 您来选
☆现场咨询、认购
1. 大 河 报 广 告 中 心 营 业 部 ，

0371-61171939(咨询)/55221679（大河金
服认购）（黄河路），0371-61171933（咨
询）/55271381（大河金服认购）（大学路），
0371-60900506（咨询）/63350252（大河金
服认购）（城东路）；

2.大河报洛阳中心：0379-62686925。
☆线上认购、咨询
1.登录https://dahe.zhengtou.com；
2.扫描二维码关注大河理财官方微信

“大河金”，点击“一起理财-郑投理财”。
提醒大家注意，作为大河阳光理财俱

乐部针对会员推出的“会员专属”产品，目
前郑投理财产品仅针对大河阳光理财俱
乐部的会员开放，读者如需加入俱乐部，
可关注大河理财官方微信“大河金”或拨
打俱乐部会员服务热线 0371-65795606/
65795631咨询。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下午，省人
大代表热议五大战略规划和
五大战略平台对我省形成强
力支撑的“战略叠加效应”，
大家讨论热烈，观点独到。

郑州代表团会议上，省
人大代表、河南省保税物流
中心总经理徐平建议，设置
三个专项资金扶持河南自贸
区发展。

“第一个专项资金是产
业扶持资金，因为目前来讲
只有河南省还没有出台相对
明确的跨境电子商务专项产
业化政策。没有产业规划，
没有产业政策，这个是非常
可惜的。第二个产业资金
是，地方信用保险资金，帮助
中小企业筹资。”徐平说，第
三个建议是，为综合服务平
台这类企业建立专项扶持资
金，吸引资源集聚。“因为这
些综合服务平台是了不起
的。我们河南省物流之所以

发展受到制约，是因为缺少
综合性服务型平台企业，服
务型平台企业越少，没有办
法对产业进行方案设计，进
行服务，这是最大的制约
点。”在徐平看来，河南自贸
区政策还在探索之中，与其
他地方相比，河南非常有优
势。

省人大代表、省发改委
原主任孙廷喜认为，“河南获
批五大战略规划和五大战略
平台，为解决河南发展的全
局性、根本性、长远性重大问
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发
展基础更扎实”。

孙廷喜说，“米”字形高
铁，对河南10年、30年、50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意义重
大，将巩固郑州的枢纽地位，
河南的战略地位。他建议，应
重视五大战略规划和五大战
略平台的引领统筹和实施，

“统一规划，统一运作，统筹
推进，很有必要”。

众多国字号战略落地
中原，河南无疑是拿到一手

“好牌”，那么，这手“好牌”
该如何打呢？

肖金成说，应以国字号
战略规划实施和战略平台建
设为抓手，引领带动全局发
展。具体来看，他认为，先行
区要利用好政策红利，敢于
先行先试，敢于创新实践。
试验区要加快改革，示范区

要积极探索，形成一种好的
发展模式，对于各项规划，要
加快落实，按照规划内容，不
能走样。

战略叠加后，对于推动
河南的发展，将起到助推器
的作用。肖金成说，这些战
略实施后，会产生叠加效
应，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很大的推动力。

□记者 刘江浩

核心提示 | 目前，河南已形成五大战略规划和
五大战略平台。专家认为，这些战略的落地，
与河南各级政府的努力分不开，这些战略均具
有不同的目标和指向性，河南应抓住机会，利
用好各项平台和载体，相互间产生叠加效应，
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年终奖缩水
不可怕
国有背景
稳健理财产品
保护您的钱袋子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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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定位
重在连接
敢于创新
国家级专家
谈如何实现聚合效应

2016 年，对河南发
展很不平凡，国家“大红
包”频频发放。每隔两三
个月，就会有一个国家级
的战略落户河南，总计有
五个国字号战略。

去年元旦刚过，河南
就收到一份珍贵的新年
礼物，1月6日，国务院批
准设立中国（郑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4月 5日，国务院批
准设立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重点是以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创新政策的先行先试
为切入点，以创新驱动发
展的引领示范区为着力
点。

竞争激烈的自贸区
申请，也在去年水落石
出。8月，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在河南设立自由贸
易试验区，加快建设贯通
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

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
体系。

随后，10月 8日，国
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央网信办批复同意
河南建设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

12月 28日，国务院
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

一年之中，缘何有如
此之多国字号战略落地
河南？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认为，
从客观上看，河南区域优
势大，发展具有典型性，
处于全国中部地区，人口
众多，产业基础好，资源禀
赋好，经济发展潜力大。

“河南非常努力。”在
谈到主观原因时，肖金成
告诉大河报记者，这些国
字号战略的落地，与河南
各级政府的努力是分不
开的。

中部崛起看河南，国
家发展看中部。如今，河
南已形成国字号五大战
略平台和五大战略规划。

本届人大会上，省发
改委以书面形式向大会
提 交 了《关 于 河 南 省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下称报告），明确指出河
南的五大战略规划和五
大战略平台。

报告指出，深入实施
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
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中原城市群和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
五”规划等国字号战略规
划，打造发展新增长极，
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加快建设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和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等国字号战
略平台，尽快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努力

走在全国前列。
站在国家层面看，肖

金成认为，国家给予河南
的不同规划和平台，并不
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均有
一定指向性。“各个战略
解决的问题，目标不一
样，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面
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促进
区域发展，有的是加强区
域协调，有的是促进区域
合作，有的是促进开放，”
肖金成说。

他以给他留下颇深
印象的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举例，他说，
这个实验区是解决产业
和开放的关系，借助航空
把产品销售到国外，围绕
机场布局产业，产业需要
平台，通过平台建设，产
业集聚，生产出产品，借
助航空销售半径会更大。

就中原城市群建设，
他认为，这解决的是城市
之间的关系，大城市与中
等城市之间的关系，郑州
与周边城市的关系等，这
种关系中交通便捷是基
础。

一年之内
河南五个“国”字号战略密集获批

厘清差异化 关键在连接

利用好平台 产生叠加效应

郑州团代表
热议“战略叠加效应”
河南发展基础更扎实

国家“战略+”
河南咋担当

翻开河南
“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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