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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登封市以‘天地之中’优势，建设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理当予以大力支
持。”8 月 20 日，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盛国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盛国民表示，在登封市建设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意
义重大，省国土资源厅将加大用地
保障力度，支持示范工程规划布局
与登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
充分衔接，实行差别化土地保障政
策，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工
作，统筹各类用地指标，对示范工
程所涉及的项目合理用地予以充
分保障。与此同时，在建设示范工
程中，登封市也要实行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强化耕地保护政府责任制，引导当
地严格保护耕地。

盛国民说，土地是最为重要的
生产要素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
地市场。他表示，在条件成熟的情
况下，我省将支持登封市开展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
作，稳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

登封市不仅拥有丰富的人类
文明资源，更有丰富的地质旅游资
源。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是我省四
个世界地质公园之一，太古代、元
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个
地质时期的变质岩和沉积岩地层
完整出露于地表，在世界范围内亦
属罕见，因此嵩山被地质学家誉为

“五代同堂”的天然地质博物馆。
对此，盛国民认为，登封市应积极
开展地质保护，扩大地质旅游和科
普工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要
积极鼓励发展地质旅游，推动地质
保护和地学科普工作，为登封市打
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
程作出自己的贡献。③12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郭 戈）
随着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
相继开通 4G 网络，我省 4G 电话用
户开始激增。据省通信管理局 8
月 19 日发布的今年前 7 月全省通
信行业运行分析报告，仅 7 月份，
全省 4G 移动电话用户就新增 30.9
万户，截至 7 月底，4G 电话用户达
99.5 万户，逼近百万大关。

据统计，今年 1～7 月，全省移
动电话用户新增264.8万户，总数达
7465万户，排名全国第 4位，占电话
用户总数的86.4%。4G移动电话用
户总数达 99.5 万户，排名升至全国
第 6 位，渗透率达 1.3%。固定电话

用户则继续减少，总数为 1173.5 万
户，占电话用户总数的13.6%。

同期，全省互联网用户新增
246.2 万户，总数达 5903.3 万户。
其中，固定互联网用户新增 57.5 万
户，总数达 1161.3 万户；移动互联
网 用 户 新 增 188.7 万 户 ，总 数 达
4742 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的 63.5%。

在融合业务用户方面，全省物
联网终端用户今年前 7月新增 61.1
万户，总数达 128.1 万户，同比增长
了一倍多。而受新应用的影响，
WLAN 用户减少 25万户，手机电视
用户则大幅减少 67.2万户。③12

本报讯 （记者卢 松 实习生
刘如楠）8月20日，记者从省农业厅
农场管理局获悉，我省作为全国先
期试点，从今年起至 2020 年，省农
场管理局将与省农广校联手，在全
省农垦系统培育 8 万名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工（农
民），服务提升农垦农业生产技术水
平，示范带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我省农垦系统拥有国有
农场 97 个，分布于全省 17 个省辖
市、74 个县（市、区），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农业科研、试验、示范、推广
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今年起，省农场管理局和省
农广校重点围绕种子繁育、畜牧养
殖等行业，在全省农垦系统全产业
链上创建田间学校（实训基地），培
育一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
社会服务型”三类协同的新型职业
农工（农民），带动提高当地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档次和水平。据悉，
今年全省农垦系统计划培育 6000
名新型职业农工（农民）。③12

本报讯（记者尹江勇 实习生吕巧力）“前几年，我省
番茄主产区因感染病毒病大面积绝收，我们团队针对这
一问题协作攻关，仅用5个月就培育出了‘郑番06-10’等
6个新品种，这些品种通过国家认定后，目前已在生产中
大面积推广。”8月 18日，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王吉庆在新野县召开的技术观摩会上告诉记者。

2010 年，省农业厅启动了全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建设。近 5 年来，该团队打通了一条蔬
菜技术系统升级的“快速通道”。

“在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管理下，我们可以把大部分
精力投入科研和技术推广，整体效率如同从‘乡间土
路’开上了‘高速公路’。”该体系岗位专家李胜利介绍
说，自 2010 年以来，该团队已培育了 24 个蔬菜新品种，
筛选优良品种 121 个，研发新技术 20 多项。

记者在新野县绿健农业有限公司的育苗自动化工
厂内看到，机器通过真空技术，每小时可育苗 400 盘共
36000株，比传统育苗技术，提高效率三十倍以上。③7

本报讯（记者郭 戈）8月20日，
中原证券公布了其在香港上市后的
首份成绩单。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
现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34%，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在分
红政策方面，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下
限整整上调 5 倍，从招股说明书最
初披露的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大幅提升到不低于50%。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行业数据，2012 年该公司实现利
润比 2011 年增长 84%,而同期证券
行业利润平均下降 16%；2013 年

利润又比 2012 年增长 48.5%，较全
国证券行业同期平均利润增幅高
出近 15 个百分点。

据了解，中原证券自 6 月份成
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后，筹集的十
多亿元资金已于 7月底全部结汇完
成。这笔资金回到内地后，正赶上
国内 A 股市场行情上扬，中原证券
的融资融券和股权质押两大创新业
务呈现爆发式增长。

8 月 19 日，中原证券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③10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积的薰衣草
庄园，下次还要组团来。”8 月 20 日，安徽省
淮北市户外运动爱好者卢铁汉一行 8 人，来
到永城市薰衣草庄园异常兴奋，边说边四处
拍照。

位于永城市城南侯岭乡的薰衣草庄园，
是在该乡 10 万亩采煤沉陷区土地整治基础
上建成的。以治理沉陷区次生灾害为契机，
侯岭乡已建成薰衣草庄园 400 亩，还金湖水
面 3000 亩，水草相映，自然天成，成了豫鲁苏
皖四省七县的生态旅游景点和市民观光休
闲的好去处。

“我们的薰衣草庄园现在并不怎么挣

钱，关键是给永城市都市农业带来了‘人
气’。在这里搞垂钓、采摘、农家乐餐饮，也
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侯岭
乡党委书记付加彦说。

“平时一天有 3000 多游客，节假日能有
1 万多人，光是薰衣草香囊，我一天就能卖个
四五百元。”在庄园门口摆摊的侯岭村村民
刘金花指着不远处说，“庄园附近的农家饭
庄，可受游客和市民欢迎。”

同行的市委农办副主任曹丽说，永城市
依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区位优势，在
稳固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在临城乡镇和旅游
景点的乡镇，适度发展都市生态农业，以侯
岭、城厢、演集三个环城乡镇为圆，以芒砀山
旅游景区所在地的芒山镇为点，构成了“一
圆一点”的都市生态农业格局。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山上山下桃子、梨
子、苹果正处于采摘季节。”芒山镇柿园村支
部书记张国荣说，“村里人均年收入去年突
破 1.5 万元，光是芒砀山旅游景点所在的柿
园村，游客和市民前来果园采摘的收入，大
大超过景点门票的收入。”

站在海拔只有 150 多米的芒山山顶，放
眼望去，果然到处是成片的桃园、梨园、苹果
园。

据曹丽介绍，芒山镇依托国家 4A 级芒
砀山景区，环山发展桃、杏、梨、苹果等林果
业 7200 亩，“国光沙红桃”、“芒砀山杏”成为
著名果品品牌。在经营上，各个果园以进园
采摘和品牌销售为主，价格比一般果品要翻
倍。“进园采摘，游客市民讲究的是生态环
保，品尝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价格高些也

乐意接受。”苹果种植园主高建设说。
全国产粮大县永城市城区居民有 40 多

万，今年初被省里列为直管县后，计划 10 年
后城区人口突破 80 万。怎样兼顾市民休闲
生活和农民实际收入？发展都市生态农业
成了较好的选择。

永城市在推进都市生态农业过程中，以
经济效益为中心，兼顾生态和观光，重点发
展蔬菜和林果业，区域内发展蔬菜 2 万亩，亩
均收入 1 万元，林果 2.3 万亩，亩均收入 1.2 万
元，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产业工人人均年工
资 3 万多元。

“永城市发展都市生态农业，不以牺牲粮
食生产为前提，不过度娱乐和观赏，突出农业
产业功能，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向
好、市民受用。”市委书记吴孟铎说。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 林）8 月 20 日，记者从郑州公交
总公司获悉，郑州新引进的首批换电式电动公交正式
投入运营。该批公交车采用 9 节大容量的锂电池，每
次换电池时间仅需 8 至 10 分钟，与以前的充电式电动
公交相比，运行效率大为提高。

记者在郑州公交四公司看到，新型电动公交车全
长 12 米，纯绿色流线型车身，全部动力由 9 节大容量锂
电池组成，一次充换电续驶里程可达 150 公里。“这批
车换电池不需要人工动手，公交车开到换电池的车间
后，只需行驶到相应轨道，换电机器人自动将用过的电
池取下，再将满电的电池换上。”工作人员介绍，整个过
程换电时间只需 8 至 10 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开走继续
运行了，换下来的电池，则留在充电站里充电。

据悉，首批 15 台换电式电动公交全部投入 14 路公
交运营，该线路全程 26.8 公里，新型电池公交车一天运
行 8 个来回，仅需更换一次电池，绿色环保，省时省
力。③12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8 月 20 日上午，禹州市政府
与云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中医药产业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世根表示，公司将募集 100 亿元中医药产
业基金，帮助整合提升禹州中医药产业。

云津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年从事全球范
围内的私募股权投资，是国内管理资产规模最大、产品
种类最齐全和拥有客户最多的基金公司，先后与多个
国家和国内多个地方政府进行了战略合作，建立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投资基金模式。

此次合作，云津基金拟依托禹州市的中医药产业
和文化资源，建立中医药产业云津专项基金，整合提升
禹州中医药产业。具体包括建设“禹州市中药炮制特
色产业园”，注册“颍川堂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此为
载体，打造国内管理规范、专业配套齐全、产业关联度
高的中药产业现代化示范企业，致力在禹州发展形成

“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保健食品、饮
料—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的中医药全产业链。③12

本报讯（记者陈学桦 宋 敏 通讯员
任建庭） 只要科技运用好，“风”“光”也
能变成宝。记者 8 月 20 日从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六、七两个月份，
全省太阳能发电 2297.75 万千瓦时，风
能发电 7713 万千瓦时，两类新能源累
计发电量逾 1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
煤消耗 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0 万吨、
二氧化硫 3000 吨。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
可再生能源被称为新能源，其作为传统
化石能源的有益补充，对于优化能源结
构、推动节能减排、保障能源安全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专门制定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并网管理工
作规定，按照“优化并网流程、简化并网
手续、提高服务效率”的原则，为新能源
并网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提高新能源
的利用效率，目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截至 7 月底，河南并网光伏电站已
达 144 座，总装机 136.8596 兆瓦，其中企
业光伏并网电站 36 座，总装机 136.3183
兆 瓦 ，个 人 光 伏 并 网 108 座 ，总 装 机
0.5413 兆瓦。作为我国中部内陆省份，
河南风能资源相对丰富，潜在开发量可

达 1100 万千瓦以上，目前已有三门峡清
源、三门峡燕山、三门峡鞍子山、南阳风
瑞、驻马店祥天、信阳黄柏山等 6 座风电
场并网发电，总装机 26.89万千瓦。

据悉，郑州、开封、濮阳、南阳、安阳
5 市在今年年初已成功入围国家能源局
公布的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
业园区）名单，而创建成功与否则取决
于城市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开发方
式等，目前，国网河南电力正以积极姿
态为分布式发电应用以及风电等可再
生 能 源 电 力 的 本 地 消 纳 提 供 系 统 支
持。③10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
暨嵩山论坛暨嵩山论坛20142014年会年会

□本报记者 杨 凌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李 艳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8 月 19
日获悉，由全国工商联评选的“2014 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2014 中国民营企
业制造业 500 强”和“2014 中国民营企
业服务业 100 强”榜单在京揭晓，我省
分别有 14 家、23 家和 2 家企业入围。

201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入围门
槛 91.22 亿 元 人 民 币 ，较 上 年 增 长
17.38%。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 13.2 万
亿多元，较上年增长 24.91%；实现税后
净利润 4977.36 亿元，增长率 17.43%，
扭转了连续两年下滑的走势。苏宁控
股、联想控股和山东魏桥位列榜单前
三位。金龙铜管以 325.8 亿元的营业
收入继续位列我省上榜企业首位，天
瑞集团和郑州宇通紧随其后，分别位
列二、三位。

与“201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
单相比，今年我省入围企业数量减少一
家。而去年入围的河南豫联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
有限公司和安钢集团河南凤宝特钢有
限公司退出今年榜单，今年新增河南众
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建业住宅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我省入围“201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企业分别是：金龙精密铜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99 位）、天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12 位）、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
司（136 位）、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

（209 位）、河南联合煤炭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256 位）、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262 位）、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87 位）、河南省淅川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320 位）、河南众品食
业股份有限公司（325 位）、河南森源集
团有限公司（329 位）、洛阳颐和今世福
珠宝集团有限公司（413 位）、河南金汇

不锈钢产业集团（422 位）、河南金利金
铅有限公司（441 位）、建业住宅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452 位）。

我省上榜“201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中制造业占绝大多数，达 11 家
之多。这些企业也成为我省入围“2014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前 11 位。
而入围“2014 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
强”的企业分别是河南联合煤炭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和洛阳颐和今世福珠宝集
团有限公司。③10

市民休闲有去处 农民种地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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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百亿资金

强化国土支撑
传承华夏文明
——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盛国民

前7月全省4G用户近百万

我省将在农垦系统培育
8万新型职业农工（农民）

中原证券首晒上市成绩单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34%

2014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发布

14家河南企业入围

俩月发电 1 亿度 相当少用 4 万吨煤

我省“风”“光”无限好

8 月 20 日，民权县王庄寨镇郝庄村菜农正在销售合作社生产的大
葱。郝庄蔬菜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大葱、香菜等，种植面积1200多亩，占
总耕地78%以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合作社。⑤3 阎鹏亮 摄

8月19日，内黄县城关镇田间，一名大学生正在收获花
生。暑假期间，当地许多大学生干起了服务员、钟点工等，
既能挣学费，又增加了社会经验。⑤3 刘肖坤 摄

我省入围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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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河南众品食业众品食业（（325325位位））

建业住建业住宅集团宅集团（（452452位位））

八月哈密，瓜果飘香。河南省援建项目——哈密市巴里坤县海子沿乡定居兴牧工程成一道美丽风景。河南
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超过了 16亿元，实施了卫生、文化、教育、水利等 140多个援疆项目，哈密各族
群众在援疆工程中得到了实惠。⑤3 蔡增乐 摄

河南援疆惠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