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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 烨）从三门峡市区到
高铁南站，有一片曾经是沟壑纵横、岭塬交
错的荒原，如今却变成了塔吊林立、车辆穿
梭的繁忙工地。在这里快速成长的商务中
心区，寄托着三门峡人建设黄河金三角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梦想。

9 月 28 日，站在天鹅湖环球金融中心建
设工地旁，三门峡市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兴奋
地告诉记者：“在这个规划面积 9 平方公里的
核心区域，已有 48 个项目开工，到今年年底，
将有 100 栋大楼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完成投
资 150 亿元。”

三门峡有“天鹅之城”的美称。该市在
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中，以规划显
特色，以特色谋产业，以产业抓招商，以招商
带项目，推动了现代服务业和“大商贸”建设
的快速发展。

规划引导，突出特色发展。该市委托
北京、郑州的专业规划机构编制全市“两
区”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
目布局上超前设计，超前谋划。如在市商
务中心区建设推进中，注意保留区域原始

风貌，保留的山丘被绿化和美化，原来的
深沟经过改造治理和引入水源，将形成亲
水亲绿的生态谷；流经区内的苍龙涧河，
经过治理蓄水后，将形成新的城市水景体
系。

创新理念，在建设资金上自求平衡。为
解决商务中心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
资金，该市大胆地实行了“封闭运行、自求平
衡”的运作机制，通过融资先行实施拆迁补
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再进行土地整理、基础
设施建设和项目招商，以土地出让金用于偿
还前期的融资资金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按当前的价格估算，商务中心区基础设施建
设和拆迁安置等费用总共约需 70 亿元，通过
土地出让能够收回资金约 80 亿元，可以实现
自求平衡、略有节余。

完善机制，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式服
务。在项目建设上实行封闭运行，从城建、
规划、发改、财政、土地等单位抽调精兵强
将，集中办公，所有建设手续集中受理、按时
办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确保项目建
设质量，该市实行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套

班子、一抓到底，为项目提供贴身式服务。
同时推行项目手续代办制，为项目业主全程
代办、限时办结各种审批和许可手续。

经过两年的发展，该市“两区”建成区面
积达 4.57 平方公里，累计签约项目 80 个，签
约金额近 700 亿元，其中三门峡市商务中心

区签约项目 61 个，签约金额 500 亿元。在
2013 年全省“两区”绝对量指数综合排序中，
该市商务中心区在 58 个商务中心区中排名
第 5 位。湖滨、陕县、义马等县（市）在全省
114 个特色商业区中分别排名 11 位、15 位、
21 位。③11

三门峡规划先行建设“两区”

“天鹅之城”舞动现代服务业羽翼
加快加快““两区两区””建设步伐建设步伐 做大做强服务业做大做强服务业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 国庆
节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再传
喜讯。国务院南水北调办 9 月 29
日宣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通过通
水验收，具备通水条件，将于今年
汛后正式通水。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干渠
全长 1432 公里，布置各类建筑物
包括渡槽、倒虹吸、隧洞等共计
2000 余座。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于 2003 年开工建设，至去年年
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工程完工后，今年起各段陆续
开展通水验收工作，以检验工程质
量、查补缺陷，核定是否具备通水
条件。通水验收分为设计单元工
程通水验收和全线通水验收两个
阶段。需进行通水验收的 55 项工
程已经在 9 月 21 日完成设计单元
工程通水验收。

我省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的主战场。省内干渠全长 731
公里，占干渠总长的一半，共分 36
个设计单元工程，包括穿黄工程、

沙河渡槽等世界性难题工程。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分为直管、委托、
代建三种建设模式，其中委托部分
由我省负责建设，共有 16 个设计
单元工程，长 400 多公里。

为确保一渠清水早日北送，十
万建设者在中原大地数年奋战，圆
满完成了干渠建设任务。今年上
半年，除穿黄工程外，我省境内的
单元工程全部通过通水验收。穿
黄工程于 9 月 21 日通过通水验收。

南水北调工程举世关注，因为
丹江口水库水位今年以来持续偏
低，曾引发一些对今年汛后实现通
水目标的质疑。

记者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
到，进入 9 月后，汉江流域降雨增
多，丹江口水库水位不断上涨，自
大坝加高以来 16 日首次突破死
水位。截至 29 日 14 时，水位已升
至 157.58 米 ，蓄 水 量 超 过 170 亿
立方米，水库完全可以实现正常
调度，今年汛后通水条件越来越
成熟。③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过关”
今年汛后正式通水

本报讯 （记者董 娉）9 月 29
日，国庆长假外出的旅客逐渐增
多，郑州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
门迎来客流高峰。30 日，郑州火
车站预计发送 20 万人次。

根据铁路部门公布的数据：截
至 27 日，郑州铁路局已经售出了
203 万张车票，其中一半是手机用
户购买的。不过，通过互联网购票
的人中，有 85%车票未取。郑州火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赶在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出行的旅客，最好能
尽快换取纸质车票，以免高峰期排
队取票耽误行程。同时，退掉的车
票还会返回系统及时出售，还没抢
到车票的旅客，可以及时刷新系统

“捡漏”。
30 日，郑州的各大汽车站将

迎来客流高峰。根据郑州交运集
团的预计，公路客运的客流高峰将
出现在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两天，
主要是到旅游城市的客流量比较
大。郑州交运集团生产经营部部
长贾炜介绍，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
将增加发往少林寺、云台山、开封
等旅游线路班次。

郑州机场也为迎接客流高峰
的到来做好了准备。29 日，记者
从郑州机场获悉，经过近半年的紧
张施工，机场 8 条登机桥的全面大
修改造工程已经结束，自国庆长假
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郑州机场工作人员提醒，旅客
最好能乘坐民航大巴前往机场，因
为郑州机场国庆长假期间将暂停
车辆过夜存放业务。③6

今明两天迎来出行高峰
郑州火车站 30 日预计发送 20 万人次

■“十一”出行早知道

本报讯 （记者卢 松）9 月 29 日，夏
邑县太平镇李克彦村玉米全程机械化模
式攻关示范田，一辆新款玉米联合籽粒
收获机来回穿梭，向来自全省各地农业部
门和种业企业负责人展示玉米机械化收
割。与以往玉米收割不同，从这台收获机
中“吐”出的不是玉米棒，而是金灿灿的玉
米粒。这标志着我省玉米收获实现全程
机械化，能够像收小麦一样收玉米。

我省常年玉米种植面积超过 4000
万亩，约占全省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但
机收率较低，且绝大部分为穗收，机收籽
粒刚刚起步。今年，省玉米全程机械化
模式攻关项目组分别在南阳、商丘、鹤壁
选取一块示范田，进行玉米机收品种和
玉米机械收获机的筛选与推广。

机收现场，一辆谷王 CB40 玉米联合
籽粒收获机所到之处，一株株玉米倒在收
割台上，穗与秆分离后被脱粒，籽粒传送
至粮仓，秸秆被粉碎抛撒田间，参会人员

纷纷蹲下，查看玉米籽粒遗落情况。地头
围观的村民则啧啧称赞：机械收获一亩玉
米，仅需五六分钟，人工则需要一天，还不
包括后期的运送、剥皮、晾晒、脱粒。“收玉
米费时费力，现在能直接机收籽粒，轻省多
了。”李克彦村村民李玉仓说。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处长汤其林告诉
记者，玉米籽粒收获不单单是农业生产
方式的革命，有利于推动全省农业现代
化跨越发展，而且对于解放农村劳动力、
提升玉米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增产
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

省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刘小文介绍，目
前我省已有成熟的玉米籽粒收获机械，但
玉米籽粒含水量高，机收时籽粒破碎率高，
成为制约玉米收割难以同步脱粒的一个瓶

颈难题。“培育出适合机收的玉米新品种，
是大范围推广玉米籽粒收获的关键因素。”

当日，项目组对示范田内试验的 24
个玉米品种，全部进行了实打验收。省玉
米全程机械化模式攻关项目组组长、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李潮海评价说：“开展试点
示范是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能引导全省农
业科技力量研发适合机收、高产的优良品
种。通过专家组严格检验，今天就发现了
一批机收性状好的品种，为今后玉米籽粒
收获的大面积推广打下了基础。”

空旷田野上，围着刚收获的玉米，农
民们聚在一起议论着玉米收获全程机械
化给他们生产带来的影响：三秋的田间
地头，将会有越来越多脸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把式，变成悠闲的“甩手掌柜”。③6

我省玉米收获实现全程机械化

收玉米可像收小麦一样

10月1日起，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将正式告
别“年检”、“验照”，取而代之的是报送“年
报”。企业如何适应《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后的新规则？《条例》在
强化企业信用约束方面呈现哪些亮点？9 月
26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
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解读。

企业注册登记信息更透明
亮点：注册登记等信息自产生 20个工作

日内公示。
解读：根据《条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其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信息。这些信
息包括注册登记、备案信息，动产抵押登记
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以
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对这些企业

信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产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企业年报向社会公开
亮点：企业应定期报送年度报告并公示。
解读：根据《条例》，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

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
向社会公示。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
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企业年度报告内容
包括企业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还包括
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
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
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这些信息是否向社会公示由企业决定。

除了年报信息，企业还应向社会公示即
时信息，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
间、出资方式等信息；股权变更信息；行政许

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
信息；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等。企业应当自
上述信息形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此外，因《条例》实施时间的原因，企业
及个体工商户 2013 年度报告应当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报送。

通过抽查和举报防不实信息
亮点：企业公示信息将随机摇号抽查。
解读：《条例》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
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公示
的信息虚假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
报，接到举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
到举报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
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

经营异常名录强化信用监管
亮点：企业未如期公示年度报告或信息

不实将入“经营异常名录”。
解读：针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或公示信息弄虚作假等情形，《条例》规定，
此类企业将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满 3年未按规
定履行义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
违法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
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
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
作中，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
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③7

企业信息亮出去 信用监管跟上来
——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解读《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本报记者 王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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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特色商业区排名

9 月 29 日，在洛阳王城公园门前广场，一个用
鲜花装扮而成的巨大国旗为国庆增添了亮色，而不
少沿街店铺纷纷悬挂国旗，街头摆放着花卉景观，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⑤3 张艺馨 摄影报道

鲜花装扮 国旗飘飘

鲜花装扮王城公园鲜花装扮王城公园。。 手拿国旗手拿国旗，，喜迎国庆喜迎国庆。。

三秋三秋 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杜 君）集体林
地、林木确权到户后，农民已成为
现代林业建设的主体，各种形式
的林权流转行为日益增多。9 月
25 日，记者从省林业厅了解到，为
维护林农合法权益，推动林权规
范有序流转，实现林业适度规模
经营和集约经营，日前下发了《关
于加强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工作的
意见》。

针对一些地方林改政策落实
不到位、勘界确权质量不高、林权
证发放不到户等问题，《意见》要
求，重点解决以村、组为单位的

“发大证”和“办证未发证”等问
题，真正落实农民的集体林地承
包权；对统一经营的集体林地，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要求
实行家庭承包的，要落实家庭承

包政策。
为规范林地流转秩序，引导

依法流转，防止炒买炒卖林权，
《意见》指出，农民承包到户的林
地、林木，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和
收益权，集体林地流转不得改变
林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林
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
权益。禁止以行政命令强行流转
已经承包到户的森林资源。同一
林地两次流转的间隔期限，不得
少于 5 年。

同时，《意见》指出，各级林业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权流转的
监督管理，实行流转林权市场主
体准入和监管制度，从企业资信、
产业规划、风险防范、依法经营、
目标完成等方面对市场主体进行
监管。③7

我省加强集体林权流转管理

强化流转服务 防止炒卖林权

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 10 时，在开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公开拍卖：开封晨曦置业有限公司 40%的国有股权。

凡在 2014 年 8 月 26 日《河南日报》刊登的《开封晨曦置业有限公
司国有股权转让二次公告》规定的期限内，符合报名条件并经审核
确认的意向受让方，请于公告期内携带有效证件到开封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展示地点：拍卖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25960368 15137822047
联系地址：开封市郑开大道与第三大街交叉口开封市市民之家5楼
工商监督电话：0371-23988841

河南省方迪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
出 口 管 理 中 心 郑 州 办 事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郑州办事
处）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90 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卫辉市恒通城乡公交
客运中心，豫 G57996 道路运
输 证 ，证 号 ：豫 交 运 管 新 字
811009084 号，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

▲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因建筑业企业资质副
本 证 书 编 号 ：
A1014041050401-9/7 丢 失 ，

声明作废。
▲程涛监理工程师执业

资 格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0003054，取得时间为 2000 年
6 月，声明作废。

▲河南省融城房地产有限
公 司 贷 款 卡 遗 失 ，卡 号 ：
4102010000302578，声明作废。

▲河南嘉丰建设有限公
司楚至岭、韩保合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遗失，（楚至岭编
号 ：豫 141060804666，证 书
号 ：00128166），（韩 保 合 编
号 ：豫 141060906633，证 书
号：00156993），声明作废。

▲洛阳新菲尔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副本明细丢失，证书编
号：XK05-004-00225，声明作废。

▲杜文涛，河北煤炭建筑
工程学院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专业九四年本科毕业证遗失，
证书编号：947004，声明作废。

分 类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