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5 日，息县农机技术员为农机手讲授技能。
该县通过定点集中、田间指导等方式，开展农机从业人
员技能培训工作。⑤4 徐 维 黄周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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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9 月
15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2014
年 1～8 月份，新郑综保区共维修
手机出口金额达 17 亿美元，国内
机返区维修金额约 1.7 亿美元。这
也意味着，新郑综保区成功开展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销产品维修试
点后，一方面实现了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功能拓展升级，使得郑州成
为苹果手机全球维修中心；另一方
面也大大提高了区内经营企业进
出口运行效率，降低了商业运营成
本，使国内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效
优质的售后服务。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郑综合保税区建成后，迅速成为
苹果手机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但

随着苹果手机在国内市场的销售
份额增长，国内客户对苹果手机维
修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苹果公司
原有的手机维修模式渐渐不能满
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按照原有模
式，苹果公司需要先将售后服务公
司收集到的故障手机运至国外，再
运送到国内的代工企业进行维修，
耗时久，成本高。在相关企业迫切
要求下，郑州海关积极着手对在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内销机维修
业务进行可行性调研，在海关总署
的大力支持下，新郑综保区于 2012
年12月3日成为海关总署确定的10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内销产品
返区维修试点之一，并于去年成功
开展返区维修业务。③12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9 月
15 日，省环保厅发布了《关于加快
推进 2014 年度蓝天工程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对“迎峰
度夏”结束后所有未达到国家相关
排放标准的燃煤机组，依法一律实
施限期治理或停产治理。

通知要求，“迎峰度夏”结束
后，对于所有未达到国家《火电厂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3223-2011）》要求的燃煤机
组，依法一律实施限期治理和停产
治理。对于尚未开工建设脱硝设

施的燃煤机组（含自备电厂和供热
机组），若达不到排放标准，一律报
请当地政府实施停产治理；对于已
开工建设脱硝设施的燃煤机组，治
理时限不得超过今年年底。

对纳入 2014 年度蓝天工程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中的烧结机脱硫
和水泥脱硝、除尘提标治理项目，
尚未完成的，将立即下达限期治理
通知书，确保年底完成任务。对于
没有按照限期治理要求完成治理
的企业，按相关要求报请当地政府
实施停产治理。③11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康安成）9 月 15 日，省林业调查规
划院飞播站站长霍宝民高兴地告
诉记者，今年全省完成飞播造林
22.3 万亩，通过 GPS 定位播种混交
林，将为中原披上更美更健康的

“绿色盛装”。
据介绍，今年飞播造林共涉及

安阳、新乡、焦作等 8 个省辖市的
14 个县（市、区），飞行 144 架次、
125 小时，撒播树种 19 万斤。霍宝
民说，依据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
程，为营造更多混交近自然林，今
年飞播更注重树种多样性，除了传

统的黄连木、臭椿、刺槐等，首次实
验混交播种 4 万亩耐旱耐寒的美
化、彩化树种栾树。

此外，在前几年试验推广的基
础上，今年全省一改在地形图量
点、找点划播区范围的传统方法，
首次全部采用 GPS 定位飞播，飞播
的精准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飞播造林作为三大造林方式
之一，速度快、成本低、活动范围
广、能深入边远山区。随着技术提
升，全省飞播造林区域不断扩大，
已累计“洒绿”近 1600 万亩，成林
约 400 万亩。③11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张宗桥 孔丽萍）9 月 15 日，记者从
长垣县委宣传部获悉，长垣县政府
近日已与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河南新长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该县正在
兴建中的中原绿港大型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正式更名为中原新发地
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据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是全国交易规模最大的农
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其与河南新
长农业公司合作建设的中原新发
地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总体

规划占地 2000 多亩，总建筑面积
为 150 多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11.9
亿元，是我省重点建设项目。主
要分为农副产品交易区、苗木花
卉区、农资农具区等三大交易区，
集“现货交易、电子交易”于一体，
包括检验检测、冷链配送、温控仓
储等市场综合配套功能。市场培
育成熟后，设计年交易量 450 万
吨，年交易额 300 亿元。届时，中
原新发地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将有效辐射豫鲁冀晋四省周边地
区，成为豫北乃至全国的大型农
副产品集散地。③7

前 8 个月新郑综保区

维修手机货值超18亿美元

燃煤机组排放超标一律治理

今年飞播“洒绿”22万亩

长垣建农副产品集散地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9
月 15 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
达《2014 年国家物联网发展补助
资金项目支持计划的通知》，我省
有 4 个物联网发展项目获得 2014
年国家专项补助资金 1150 万元。

据了解，我省获得国家专项补
助资金的 4 个物联网发展项目分
別是：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的智能化燃气管网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的 年 产 5000 支 面 向 物 联 网 的
NDIR 红外气体传感器研制、河南
信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智慧家
居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应用示范及

产业化和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
限公司的 TST 输送带钢丝绳芯探
伤（机站）系统，项目涉及气体传
感、智慧家居、安全生产等物联网
发展领域。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于这批实施项目，将加
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同时加快建立我省物联网项目储
备库，做好物联网优秀项目的储
备工作，为今后争取国家物联网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打好基础，进
一步提升我省物联网关键技术研
发和重点领域物联网系统研制水
平。③12

1150万助我省物联网发展

本报上海讯 （记 者 谭 勇
通讯员岳振廷）我省民营企业跨国
并购再现大手笔——9月 15日，中日
铜加工企业首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上海举行，总部位于新乡的金龙集
团与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日
立电线株式会社就重组日资上海日
光铜业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日资
上海日光铜业公司 71%的资产进入
金龙，日方拥有29%的股份。

目前，金龙集团是世界产能最
大的制冷铜管企业，制冷铜管生产
规模已经达到 50 万吨，位列 2014 年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99 位、河南
省民营企业第 1 位。今年 5 月，金龙
集团与世界上最大的铜与铜合金产
品制造商之一的德国 KME 公司合
作，建立了凯美龙公司开始拓展高
端电子用铜板带产品。

日 资 上 海 日 光 铜 业 组 建 于
2000 年，是一家年产 1 万吨制冷用
铜管的生产企业，与金龙集团产品
相同，产业相似。该企业的投资者
是日本的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和
日立电线株式会社。

金龙集团董事长李长杰在签约
仪式上表示，金龙集团将日光铜业
纳入旗下，除了该企业的产能外，更
看重的是与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
社、日立电线株式会社在其他领域
的合作空间，这也为金龙集团进军
日本市场，扩展铜管之外的其他领
域创造了机会。

业内专家认为，这虽然是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一次合作与重组，但
也反映出中国与日本制造业在一定
行业一定领域的衔接与融合趋势，
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③11

本报讯 （记者郭 戈）9 月 15
日，记者从国开行河南分行获悉，
为支持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赞比亚曼萨至卢温古公
路升级项目，国开行河南分行提
供买方信贷 1.7592 亿美元，日前
已发放首笔贷款 2492 万美元。

曼萨至卢温古公路升级项目
总长 205 公里，总投资 20696 万美
元，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赞比亚北

部经济走廊，大大降低该国铜产
品出口的运输成本，对促进赞比
亚北部经济发展将起到关键作
用。

“主权融资买方信贷业务能
够帮助中资企业大幅减少自有资
金占用，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工程
承包市场上提高利润水平，增强
市场竞争力。”河南国际合作集团
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赞比亚项目的金额较
大以及赞比亚法律的特殊性，贷
款在发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意想
不到的困难。”国开行河南分行负
责人表示，通过多方努力，我国驻
赞比亚大使馆破例首次为商务贷
款协议办理认证手续，并以申请
特殊机构赋码的形式为赞比亚财
政部长开立 NRA 账户，最终实现
了贷款的顺利发放。③10

金龙集团重组日资上海日光铜业

我省民企跨国并购再现大手笔

新“后援”助力豫企“走出去”
国开行 1.7592 亿美元信贷支持我省企业赞比亚项目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9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获悉，截至目前，我省今年共出口苹果 2.24 万吨，货值
2140.1万美元。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苹果种植面积 265 万亩。据了解，我省苹果主要出口地为印度、
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尼、沙特、俄罗斯、泰国、加拿大等国。③12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9 月 15 日，记者从省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获悉，8 月份，商品消费类投诉共 2989 件，而涉及家用
电子电器的投诉为 837 件，占商品消费类投诉量的 28%，居 8 月
份消费投诉之首。

消费者反映较多的问题有：空调、冰箱出现问题，商家上门
不及时，调换不及时；出现质量问题鉴定时间长，问题认定慢，有
拖延、推诿现象等。③6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9 月 15 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我
省一批企业因环境违法被处罚，其中 6家企业共被处罚 75万元、1
家企业被列入环保“黑名单”、1家企业的违法行为被挂牌督办。

此次因环境违法被罚款的有：南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开封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三门峡缘分果业有限公司陕县分公司、嵩县
庙岭金矿有限公司、内乡县的河南晋成陶瓷有限公司、河南金利
金铅有限公司。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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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复垦，再造千顷良田

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之平顶山平顶山见闻见闻

□本报记者 马禄祯
本报通讯员 陈淑雅 范长坡

背景素描：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在

平顶山市境内全长 116.7 公里，途
经叶县、鲁山县、宝丰县、郏县等 17
个乡镇，工程涉及临时占地 37822
亩，临时用地主要为取土场、弃渣
场、施工营地、临时用地进场道路
和砂石料场等。2014年 5月底到期

且返还县级征迁部门 23483 亩，经
过县乡复垦已退还群众 16401 亩，
正在复垦 7082亩，预计种麦前可以
全部复垦完成并退还给群众。

记者到叶县夏李乡滹沱村取
土场采访时，正值午后 2 点。这天
是 9 月 10 日，秋阳高照。

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人介绍，
外人很难把这一大片平坦的地块
和取土场联系起来——第一次到
这里的记者眼前只看到上千亩的

玉米、高粱，油绿油绿的。
“滹沱这个取土场一共3300亩，

涉及滹沱、夏北、夏南、雷草湾 4个行
政村。目前绝大部分已复垦，只有东
北角这 109 亩还正在整理。不过很
快就整理完了，不耽误今年种麦子。”
夏礼乡武装部部长杨彦峰说。

南水北调总干渠叶县段多绕
着丘陵地带通过，经过地段多为石
渣土、膨胀土等，遇水膨胀，不能用
来修大堤。修大堤用土只能从基
本农田取，涉及叶县基本农田 9000
多亩，“取走了好土，还得复垦，要
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叶县移民局
的宁建伟介绍说：

先说取土，首先地面 50 厘米的
土整体不取，50 厘米以下的土才取
走用于修大堤。取土坑深浅不一样，
地势高的地方就取得深，低的地方取
得就相对浅一些，一般三四米深，目

的是为了将来复耕的土地比较平整，
方便群众耕种。

再说整理，把从干渠挖出来的
石渣土拉到取土场，回填到取土坑
里碾压充分，再用土做 70 厘米厚的
保水保肥层，然后把原地表土回
填，厚度仍为 50 厘米，用以耕种。

“土地整理也大有讲究：要有
一定的坡度，以免积水；要有排水
沟，要有机井等农田基础设施。对
于丘陵地带高低不平的地块，正好
借复垦的机会进行平整，随后还计
划打一下机井，让昔日的望天收，
整理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宁建
伟说。

“我们跟前这块地原来就高低
不平。通过这次整理，平整了，群众
听说还要打井，都非常满意，全部签
字接收。”滹沱村党支部书记李文伟
接着宁建伟的话说。他回忆说，这

个取土场去年 6 月份麦收后开始回
填整理。高峰时，每天有 30 多台大
翻斗车来回取土、送土，还有十几
台 铲 车 铲 土 、挖 土 、碾 压 石 渣 土
层。“场面真壮观。”李文伟感慨不
已，“要不是今年大旱，这块地里的
玉米、高粱长得肯定比现在好。”

“乡里有些村子干脆利用复垦
的机会，把整块土地流转出去。承
包大户们也很满意，新整理的地
块，成规模，易于耕作和管理。这
不，夏南村去年复垦的 600 多亩地
就流转给一个种植大户，人家建了
一个大苗圃呢！”杨彦峰说。

记者想起刚刚路过的一块地，
地里育了不少苗木，其中满地的紫
薇叶绿花红，正在其间劳作的村民
们，都是一脸的笑容……

“就是那块地呀！”宁建伟、杨彦
峰、李文伟不约而同大声地说。③12

复垦后的滹沱村高粱田呈现丰收景象。⑤4 范长坡 摄

9月 14日，开封市小雨下个不停，公园景点内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雨中游览古城别有一番乐
趣。⑤4 李俊生 摄

9 月 15 日，河南雅田服饰的员工在加工服装。该
企业是项城市永丰镇引进的项目，已安置当地劳动力
200多人，年产服装 15万套。⑤4 张永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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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宁陵县生态梨园里果农们忙着采果装箱，呈现一派喜获
丰收的金秋美景。⑤4 吕忠箱 摄

灵宝市大王镇后地村的大枣又到了收获
的季节，一棵棵古老的枣树上硕果累累。

后地村是灵宝大枣的主产地，这里 8000 亩
枣林中，有 4000 亩是明清年代的古枣林。大枣
收入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 80%。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古枣林成为当地一道风景线。
◀古枣园中游客觅珍果。

古枣林，新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