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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海峰
今日永城记者 贾路
通讯员 王博华

本报永城讯 5月3日，记者
从永城市有关部门获悉，“五一”
小长假期间，永城市A级景区共
接待游客19.35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11.6％，收入242.67万元，
同比增长5.09%，尤其是芒砀山
旅游区游客再度“爆棚”。

为更好地迎接广大游客，各
景区开展了文明旅游进景区等一
系列特色活动，丰富了景区文化
内涵，旅游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持
续提升，永城旅游影响力不断攀

升。另外，相关领导坚持24小时
值班，各景区、部门之间主动联
系、互通信息，及时通报游客数
量、道路拥堵情况、车辆停放等方
面信息，各景区秩序井然、旅游环
境良好，无旅游投诉，未发生旅游
安全事故。

永城市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2%
□记者 陈海峰 今日永城记者 孙海峰

本报永城讯 5月3日，记者
从永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
永城市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围绕“15358”作战路线图，
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经济运行
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
度，全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指标
好于预期，实现“开门红”，为完成
全年发展预期目标奠定了扎实基
础。

初步统计，一季度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105.49 亿
元，增长9.2%。其中，第一产业
完成9.16亿元，同比增长4.1%；
二产完成 55.58 亿元，同比增长
8.7%；三产完成40.75亿元，同比
增长11.7%。

工业经济稳中向好。从增速
看，工业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特征
趋向明显，1~3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56.71 亿元，同比增长
8.9%，比去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
点，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2.1个、
0.9个百分点，已连续十个月保持
8.5%以上的增长速度。全市工业
用电量达到19.4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9.7%，比去年同期回升16.8
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增速回
升，表明工业生产情况逐步转好。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1~3月
份，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
完成8141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收8689万元，增长11.9%。全市
税收收入完成60259万元，占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的 比 重 为
74.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收
17942万元，增长42.4%。全市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支 出 累 计 完 成
15900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25008万元，增长 18.7%。今
年开局“钱袋子”的鼓起，更加凸
显经济企稳向好的集中反映，特
别是工业增值税、居民消费相关
行业税收的稳步增长，体现出工
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需求持续
升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1~
3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
成38.91亿元，同比增长13.7%，
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4.5个、1.6
个百分点，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从投资构成看，工
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占主导地位，
其中工业投资完成17.26亿元，同
比增长8.4%，占44.4%；房地产投
资 15.72 亿元，增长 30.4%，占
40.4%。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
25.46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56.9%，商品房销售破冰直上。工
业、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对拉动生
产、促进消费提供了巨大动力。
从行业构成看，第三产业投资占
比大，增速快，1~3月第三产业投
资完成21.65亿元，增长18.3%，
占比达到55.6%；从资金来源看，
民间投资完成35.55 亿元，增长
8.3%，占投资总额的90%，民间投
资回升，进一步表明了市场供求
关系总体趋好，市场活力有所改
善，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创
造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及发展环
境。

消费市场稳定增长。一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完成
43.91亿元，增速为12.4%，分别
高于全国和全省2.4个、0.4个百

分点。从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看，行业面总体向好。1~3月份，
永城市拥有的20个销售大类行
业中，19个行业全线飙升，增速较
去年12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的
行业有14个，占比达到70%；主
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增速较去年
12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的产品占
比达到55.9%。

民生支出不断加大。永城
市始终以改善民生、增加人民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
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民政事业、公共就业等公共
服务领域和城乡统筹方面的投
入力度。1~3 月各项民生支出
12.19 亿元，占一般公共财政支
出的76.7%，超出预期6.7个百分
点。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1~3月
份，永城市金融运行整体平稳，趋
势向好。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各
项存款余额465.09亿元，同比增
长19.54%。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331.59亿元；居民消费贷款余额
31.26 亿 元 。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271.66亿元，同比增长10.68%。

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1~3
月全市新增就业人数2380人，同
比增长 9%，完成全年任务的
34%；城镇登记失业率3.8%，同
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全市“双
创”的热情迸发，1—3月全市共
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2174家，同
比增长76.6%，其中，新登记企业
410家，同比增长 28.9%。全市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同比
上升0.7%，同比回落0.4个百分
点。

本报永城讯 5月3日，
记者从永城市质监局获悉，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质量强
市示范市创建工作会议上，
永城市获批“河南省质量强
市示范市”。

据悉，自永城市进入全
省首批5个争创全省质量
强市示范市以来，严格按照
创建标准和要求，大力实施
质量强市发展战略，产品质
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得
到了明显提升。

通过创建全省质量强

市示范市，永城市有效构建
了政府监管、市场调节、企
业主导、行业自律、社会参
与的“大质量”工作机制；健
全了从田间到餐桌、从原材
料入厂到销售终端的两条
食品安全监管链条，加强了
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等
各个环节的监管。同时，严
格执行国家建筑安装施工
规范，完善工程建设质量监
管机制，形成了工程质量监
督、行政执法、用户投诉相
结合的监管体系。

本报永城讯 4 月 28
日，帅翼驰新材料项目奠基
暨永城市情推介会在永城
市委1号会议室召开。上
海帅翼驰集团董事长、总经
理程帅，上海铝业协会秘书
长袁永达，上海压铸协会秘
书长宋连柱，以及永城市委
书记孟庆勇，市长李中华，
市领导李宗岩、张红梅、陈
体秀等出席会议。

会上，孟庆勇对上海帅
翼驰集团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永城
市基本市情。孟庆勇说：永
城是河南省最东部、距离出
海口最近的一个城市，有着
明显的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生
态优势，具有“汉兴之地、能
源之都、面粉之城、生态之
市、长寿之乡”五张城市名
片。在此基础上，永城正朝
着打造“新型工业之市、繁
荣商贸之城、生态宜居之
地、中原东部大粮仓转型升
级为中原东部大厨房”的四
个发展方向努力，并把铝精
深加工板块作为重点培植
发展的板块之一。我们将
坚持“管外不管内、参与不
干预、帮忙不添乱、服务不
打扰”服务企业的总体要
求，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全
方位支持、服务好企业发
展。希望项目能够快速推
进，力争早日建成投产达
效，为永城铝精深加工产业
带来先进的工艺和超前的

发展理念，实现双方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

李中华在主持会议时
表示，永城将竭力为帅翼驰
（河南）年产10万吨新型铝
合金材料项目保驾护航，帮
助企业做大做强。希望各
协会负责人积极牵线搭桥，
宣传推介永城，帮助引进更
多项目，永城会以最优的政
策、最优的服务、最优的环
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永投资
兴业，促进企业及地方经济
发展双丰收。

程帅介绍了上海帅翼
驰集团基本情况和铝合金
行业的发展前景，并对永城
市各级领导干部务实的工
作作风、真诚的服务态度和
高效的办事效率表示衷心
感谢。程帅表示，上海帅翼
驰集团将秉持“创新、勤勉、
真诚服务、永不满足”的企
业精神，把帅翼驰（河南）年
产10万吨新型铝合金材料
项目建成集团标杆，为永城
经济社会发展增光添彩。

袁永达、宋连柱分别介
绍了中国铝工业和压铸行
业的发展历程和市场前景，
并对帅翼驰（河南）年产10
万吨新型铝合金材料项目
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意见、建
议。

会后，上海帅翼驰集团
代表团到高庄镇参加了帅
翼驰（河南）年产10万吨新
型铝合金材料项目奠基仪
式。

年产10万吨
新型铝合金材料项目
落户永城市
□记者 陈海峰 今日永城 记者 朱科铭

永城市“五一”旅游火爆 揽金242.67万

本报永城讯 5月2日，永城
市侯岭乡方庄村舍得种植专业合
作社 800 亩重瓣玫瑰绽开“笑
颜”，进入盛产期。

该合作社种植的重瓣玫瑰为
食用玫瑰，主要用于制作玫瑰花
酱、玫瑰花茶等产品。采摘期间，
合作社雇用附近300余名留守老

人和妇女采摘玫瑰花，每人每天
可收入百余元。

800亩玫瑰花 香飘致富路
□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朋 文图

永城市
获批“河南省
质量强市示范市”
□记者 陈海峰 今日永城记者 李英

村民在采摘头茬玫瑰花 村民在晾晒玫瑰花瓣

永城市侯岭乡方庄村舍得种植专业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