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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芦 瑞）7 月
28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
年以来，在经济运行下行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全省各级财税部门
认真落实各项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坚持依法
组织收入，加快支出进度，保障
重点支出，民生支出突破 2000
亿元，增长 15%，财政收支总体
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1～6 月份累计，全省财政
总 收 入 21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3% 。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1406 亿元，为预算的 52.5%，增
长 13.7%，其中：地方税收收入

1012.2 亿元，增长 11.7%。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 2837.9亿元，为调
整预算的 55.1%，增长 14.1%。

在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情
况下，各级财政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优化支出结构，多方筹措资
金，积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投
入。上半年，全省财政民生支出
合计 2069.7 亿元，突破 2000 亿
元，增长 15%，其中投入十项重
点民生工程 670.6亿元，“三农”、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等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支出得到较好
保障。③7

本报讯（记者谭 勇 实习生
潘 迪）7月 28日，记者从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上半年，
我省新开工保障房 54.7681 万
套，开工率 85.37%。

今年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以棚户区改造为重点。省政府
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
造工作的意见》指出，在 2013年
实施棚户区改造 12万户的基础
上，2014 年至 2017 年再改造各
类棚户区 166万户。今年，我省
目标是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
64.15万套，建成 27万套，新开工
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的近十分之一。其中，棚户区新
开工 47.86 万套，改造完成后可
实现投资 1500亿元，预计今年可
完成 500亿元以上，对全省经济
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上半年，全省新开工保障房
54.7681 万套，开工率 85.37%。
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实际开工
12.7439 万套，开工率 78.21%；
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安
置房实际开工 42.0242 万套，开
工率 88.29%。截至 6月底，我省
已基本建成保障房 12.2294 万
套，完成率 45.29%，已完成投资
601.39亿元。③6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7月 24
日，河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
食产销合作洽谈会在郑举行。会
上，两省（区）签订粮食产销合作
协议，我省每年将向广西市场提
供商品小麦 50万吨、玉米 20万吨
左右。

我省小麦、玉米每年商品量
分别达到 2000 多万吨和 1300 多
万吨；广西壮族自治区基本不产
小麦，玉米也产不抵销，小麦、玉
米每年缺口分别为 80 万吨和 230
万吨左右，两省（区）在粮食产销
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当天，双方达成协议，巩固和
发展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合作。
我省根据广西需要，每年向广西
市场提供商品小麦 50 万吨、玉米
20 万吨左右。除此以外，双方还
将 推 进 以 资 产 为 纽 带 的 企 业 合
作，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基地和购
销贸易，鼓励和支持双方企业开
展粮食购销、代购代销、物流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更好地实现粮食
产需对接。

当天的洽谈会上，河南中鹤集
团、驻马店前进公司等多家豫企与广
西粮食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③11

豫桂展开粮食产销合作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实习生
张 媛）7月 28日，记者从郑州机场
获悉，近期，由于其他空域用户占
用空域引发流量控制，郑州机场
每天飞往我国东南方向的多个航
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郑
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合肥的
航班影响较大。

据悉，受此影响，7 月 26 日机
场曾延误、取消 20多个航班，但是
27日和 28日航班进出港保持正常

状态。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因流
量控制导致航班延误时，机场将根
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和安排，做好后
续服务工作，主动向广大乘客解疑
释惑，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

此次航空管制将从 7 月下旬
持续到 8月上旬，机场方面特别提
醒乘客提前做好行程安排，在出
行 前 随 时 拨 打 郑 州 机 场（0371）
96666进行咨询，或者拨打航空公
司电话问询。③6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实习生
丁宝秀）7 月 28 日，省政府护林防
火指挥部发出做好当前森林防火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落实
责任，强化火源管理，确保我省森
林资源安全。

针对近期出现的高温干旱，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防”字上下
功夫，坚决管住重点部位和重点
人员，切实防患于未然；各级气
象、林业部门要加强合作，及时发
布森林火险等级，落实分级响应
措施，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避免伤亡事
故的发生。

省 政 府 护 林 防 火 指 挥 部 办
公室主任汪万森说，夏季山林迎
来避暑旅游热 ,各地应加强火源
管理，防止火种进山引发森林火
灾。

据了解，进入防火紧要期以
来，全省共投入森林防火资金 7786
万元。今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282
起，较去年同比减少六成；受害森
林面积 5112 亩，同比减少 4000 余
亩。③9

坚持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
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遂平县实现了县域经
济与金融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的“双赢”局面。

目前，全县共落户金融机构 9
家，是驻马店市拥有金融机构最
多的县。2013 年贷款增量 15.37
亿元，增长 40.1%，增量和增长率
均居全市首位。

按照“政府主导、多方联动、
合力共建”的工作思路，遂平县重
点通过“四个着力”优化县域金融
生态环境。

着力完善机制。成立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将金融生
态环境建设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范围。此外，县财政加大补贴
和奖励力度，2012 年以来累计对
金融创新、信贷投放成绩显著的
单位和个人奖励 200万元以上。

着力金融创新。在积极引进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落户当地的同
时，成功引进恒生村镇银行这样
的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落户。同
时，加强投融资平台建设，累计
为 10 余 家 企 业 担 保 贷 款 1.6 亿
元，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资金 6.8
亿元。

着力优化服务。该县各金融
机构积极创新服务方式，不但前
置办事窗口到产业集聚区，为中
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还在全
县开展农户互保、联保小额贷款
业务，大大方便了群众贷款。

着力强化保障。每年定期组
织开展专项清理活动，严厉打击
骗贷、恶意逃废债务。同时，定期
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拉网
式排查，始终对非法集资保持高
压打击态势，杜绝了相关案件的
发生，有力促进了全县金融业健
康有序发展。③9

本报讯（通讯员王 博 向祖军）
仅凭“旅游景区门票收费权”作质
押就能从银行贷款，这让新怡和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津
津乐道。

7 月 27 日，王刚接受采访时
说，河南固始西九华山风景区隶
属新怡和公司，是国家 4A 景区。
去年以来，他们共利用工商银行
信阳分行“门票贷款”2亿元，先后
将景区的盘山水泥路升级为柏油
路、对大型停车场进行修缮，景点
逐步升级。在今年的端午小长假
就接待游客 4万人次，较上年同期
增长 32%。

信阳位于河南的南大门，是
国家级生态示范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
南”的美誉，全市各类景区达 23
个，其中国家 4A 景区 6 个。去年
全市旅游接待 1800 万人次、居全
省第五位，旅游综合收入 95.7 亿
元。但是，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信阳旅游业也面临着融
资难。

对此，工行信阳分行根据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要求和上级行的
信贷政策，紧密结合该市旅游资
源的实际和各旅游景区的经营情
况，创造性地开展“景区门票收费
权质押”的贷款新方式，即：以景
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门票收入作
为质押，向其发放贷款。该行根
据景区申请贷款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以及发改委批文、环评报
告等，结合市场调查、分析，科学
预测景区 20 年、30 年等不同年限
的门票收入的净现值，作为发放
贷款的依据。

工行信阳分行行长梁光德介
绍，截至 6月 30日，该行已对信阳
市固始西九华山、南湾湖、商城黄
柏山、商城大别山金刚台等 4个景
区放贷 4.58 亿元，占全省工行系
统同类贷款总额的 17.5%、居河南
省工行系统第二位。③12

全省财政收支总体平稳增长

民生支出突破2000亿元

我省新开工保障房逾54万套
开工率 85.37%

郑州机场受航空管制持续至 8月上旬

飞往东南方向航班将受影响

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

天干物燥注意森林防火

遂平：“四个着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郭 戈

优秀金融生态市（县）之四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7月 28
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获悉，我省积极开展抗旱工作，全
省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10.6亿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抗旱工
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科
学应对，积极开展抗旱工作。7月
21日省财政厅及时下拨 5000万元
中央抗旱经费，支持抗旱救灾。

各地抓紧实施抗旱应急工
程，组织灌溉渠道修复、疏通，对
淤积的机井及时淘井、洗井，恢复
灌溉功能。同时，科学调度水源，
黄委会及时将小浪底水库下泄流
量由 300 立方米每秒加大到 500

立方米每秒，全力支持我省抗旱
保秋工作。

此外，全省 80多支基层抗旱
服务队为群众提供送水、打井和找
水服务。省农业厅组织 16个专家
督导组包市包县开展指导服务，持
续开展“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科
技服务活动，搞好技术服务。

据 7 月 27 日统计，夏旱以来
全省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10.6亿
元，高峰时日最高出动劳力 89万
人，行动机电井 45万眼，投入泵站
869处，出动抗旱设备93.5万台套，
累计抗旱灌溉 5949万亩次，帮助
46万人解决吃水困难。③6

本报讯 （记 者 张 海 涛）目
前，平顶山市旱情严重，城市供
水已出现危机。记者 7 月 28 日
从省防办获悉，我省正计划利用
南水北调干渠向平顶山实施应
急供水。

为应对平顶山市区供水紧
张局面，水源地白龟山水库水位
低 至 死 库 容（死 水 位 以 下 的 库
容称为死库容）后，启动了应急
供水计划，向市区供水 680 万立
方米。平顶山市还从白龟山水
库上游的昭平台水库调水 2062
万 立 方 米 ，从 澎 河 水 库 调 水

1000 万立方米。据悉，若短期
内 旱 情 无 明 显 缓 解 ，还 将 第 二
次启动白龟山水库死库容供水
计划。

为缓解平顶山水危机，我省
还计划利用南水北调干渠引水
至沙河渡槽（位于平顶山市的南
水北调输水工程），再从沙河渡
槽将丹江水调入白龟山水库，向
平顶山市区供水。

此外，平顶山市正在抓紧实
施沿沙河线打井挖掘地下水源、
从燕山水库向白龟山水库调水
等计划，确保供水安全。③9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 实习生
丁宝秀）7月28日是今年“中伏”第
一天。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接
下来的几天，我省仍多晴热少雨天
气，无明显冷空气影响，局部地区
会出现39℃以上的高温。

中伏是“三伏天”的第二伏，
今年中伏一共有 10天。

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7月 29日白天，全省晴天间多
云，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
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五地区
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雷

阵雨；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最
高温度：西部、北部 32℃到 34℃；
其他地区 34℃到 36℃。30日，东
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
31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目前，我省大部分地区夏玉
米处于拔节期，豫北、豫中局部已
吐丝。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专家提
醒，出现旱情的地区要以抗旱保
墒为主要任务；墒情较好的地区
及时追施拔节肥，并在追肥后进
行适量灌溉。③7

[旱情速递] 南阳今年 6 月
份以来平均降雨 90.5毫米，与多
年同期均值 221 毫米相比偏少
60%, 其中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
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

7 月 26 日，记 者 跟 随 省 抗
旱保秋督导组来到方城县二郎
庙乡吕河村，村民正忙着引水
浇地。

吕河村位于方城县望花湖
水库西边，水库开闸放水已经三
天，为附近农民提供抗旱水源。

方城县水利局局长贾桂海
说，今年的旱情来得早，个别地
方比较严重，方城县山区、丘陵
地带约 1万人饮水出现困难。

南阳市 6月份以来，全市平

均降雨 90.5毫米，与多年同期均
值 221 毫米相比偏少 60%。截
至 目 前 ，秋 作 物 受 旱 面 积 250
万亩，其中轻旱 204 万亩，重旱
46 万亩。因旱造成 8.15 万人、
1.64 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
水困难。

在社旗县唐庄乡盛康家庭
农场，农场员工们也正在积极抗
旱。农场主人戚秋阳说：“虽然
旱情不重，但不能大意，必须力
争秋粮丰收。”农场里，用传统办
法播种的玉米午后叶子蜷缩，旱
象已显，深耕并品种间作的玉米
依然生机勃勃。

宛城区高庙乡塔桥村村支
书刁桂新感叹，村上的年轻人都
出去打工了，现在组织抗旱都没
有壮劳力了。

督导组组长、省农业厅总经
济师胡若哲说，眼下玉米即将抽
穗，正是秋粮生产的关键时期，
我们遇到了“卡脖子旱”，各级政
府要在水源、电力、燃料等方面
做好保障，全力投入到抗旱保秋
工作中来，尤其要保证群众的正
常生活用水。

南阳市为做好抗旱保秋工
作，向各县区派出 8 个督导组，
组织鸭河口等大中型灌溉工程
及时开闸放水。截至 7月 27日，
该市已投入资金 2618 万元，动
用机电井 5520 眼、泵站 7 处，投
入抗旱设施 7130 台（套），出动
机动运水车 498辆，累计浇灌秋
作物 213 万亩次，解决了 8 万多
人、1.56 万头大牲畜临时性饮水
困难。③11

全省抗旱投入已逾 10亿元

缓解严重旱情

平顶山或将先饮丹江水

进入中伏 多晴少雨

南阳：开闸放水 积极抗旱
□本报记者 高长岭

■迅速行动 抗旱保秋

■跟着督导察抗旱

7月 28日，中原油田助农抗旱小分队在帮助濮阳县农民为受旱的秋作物浇水。今年濮阳市降水
偏少，加之最近气温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旱情。为保秋粮生产，中原油田成立了助农抗
旱小分队，帮助群众抗旱保秋。⑤3 仝江 摄

今年以来，温县通过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等措
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先后投
入 3000万元，建成和在建“美丽乡
村”达 100 个，使群众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⑤3

徐宏星 周双林 摄影报道

“门票贷款”
提升信阳“朝阳产业”
截至 6月 30日已发放旅游贷款 4.58亿元

7月 26日，叶县爱心企业为该县受旱严重的保安镇花阳村、辛店镇
蕾草洼村群众送去 4800 多桶爱心水，解决群众生活饮水问题。目前，
该县组织各级干部群众抗旱救灾，同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为最困难群
众送爱心水，以解燃眉之急。⑤3 刘乐文 孙彬彬 摄

7月 28日，在中国一拖大轮拖生产基地，一批新型东方红大马力轮
式拖拉机准备启运出国。此次共有 300 多台大轮拖计划于 8 月份出口
古巴，也是一拖产品首次大批量进入中美洲地区。⑤3 潘炳郁 摄

77 月月 2626 日日，，两名小姑娘在温县白两名小姑娘在温县白
庄村的健身乐园锻炼身体庄村的健身乐园锻炼身体。。

宽敞明亮的村民新居宽敞明亮的村民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