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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卢 松）“多亏了‘活畜抵
押’，让俺有了扩大规模的流动资金。”12 月
2 日，焦作市朝银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亚潮说，前段时间，在省畜牧业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的担保下，合作社用现有存栏的
400 头奶牛作抵押，从银行贷款 500 万元，新
买了 100 多头奶牛。

俗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长期以

来，活畜养殖由于风险较大，虽然一头牛价值
上万元，但却难以作为抵押物从银行获得贷
款。自今年5月份省畜牧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以来，与银行合作，在全省尝试推出活畜
抵押、保险受益权抵押等反担保方式，大大拓
宽了畜牧企业和养殖（场）户的融资渠道。

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国庆介绍，牛、羊等活畜用于抵押贷款，让

养殖（场）户的“有价资产”变成了“有效资产”。
“公司运营半年来，已先后为全省 127家畜牧
企业提供了担保服务，担保金额6亿多元。其
中，通过活畜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就达亿元。”

今年，我省不断创新融资渠道，盘活畜
牧业存量资产，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坚实金融支撑。作为全国牛羊肉生产贷款
担保、贴息的 4 个试点省份之一，我省积极

探索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支
持肉牛肉羊规模化生产。同时，全省各级畜
牧部门通过鼓励畜牧企业上市或到新三板
等平台挂牌，引导养殖企业和养殖（场）户成
立合作互助金等方式，不断拓宽畜牧业发展
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畜牧企
业、合作社、养殖（场）户等生产经营主体融
资难的瓶颈问题。③10

本报讯（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
李东慧）记者 12 月 2 日从洛阳市伊
滨区获悉，该区庞村镇正式通过中
国家具协会专家认证，获得“中国
钢制家具产业基地”殊荣。

庞村钢制家具产业起源于20世
纪 80年代，经过 30余年发展，目前，
全镇共有生产钢制办公家具的企业
318家，在全国各地兴办企业 500余
家，拥有中国名牌“花都”“花城”，另

有 2个中国驰名商标、3个河南省名
牌产品和10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目前该镇生产销售的钢制办
公家具产品有钢制资料柜、图书设
备、金融保险设备、校用设备、防盗
门和家用产品六大类几百个品种，
销售额超过全国市场的 1/3，产品
出口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
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
达 2000 万美元。③10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12 月 2
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
悉，本月起黄河河南段进入凌汛
期，沿黄各地需做好准备，防范可
能出现的险情。

凌汛是较高纬度地区河流特
有的现象。黄河的部分河段，封
冻时下游早于上游，解冻时下游
晚于上游，加上其他原因，封、开
河时容易形成冰凌卡塞或冰坝壅
水，甚至堤防决口等严重凌情。

黄河河南段凌汛期自今年 12
月 1 日开始，到明年 3 月 15 日结
束。从多年来实测资料分析，兰
考 东 坝 头 以 下 河 段 易 发 生 淌 凌

（河水中出现大量流动冰块）、封
河等现象，甚至有可能发生冰塞
冰坝等严重的凌情；花园口至东
坝头河段，凌情相对较轻，但仍有
发生冰凌壅水漫滩的可能；花园
口以上河段很少有凌情发生，但
三门峡库区仍有可能出现淌凌流
冰现象。

目前我省境内黄河虽未出现
凌情，但沿黄各地及早行动，各种
防凌物料已准备充分，15 支专业
机动抢险队对机械设备进行了维
修和保养，组织了群众防凌队伍，
黄河防汛部门正密切监测凌情，
确保安全度汛。③11

本报讯 （记者杜 君）牡丹不
但国色天香，还能生产出“世界上
最好的油”。12 月 2 日，记者从省
林业厅了解到，依托我省特有的牡
丹种植优势，我省计划 5 年内在全
省发展油用牡丹 400 万亩左右，做
强牡丹油产业。

牡丹油又称牡丹籽油，是我国
特有的木本坚果油。专业机构测试
表明，牡丹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90%以上，其中亚麻酸是橄榄油的
140倍，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油”。

“牡丹在我省历经几千年而不
衰，其遗传基因决定了河南发展油
用牡丹条件得天独厚。同时，洛阳
国家牡丹基因库收集保存牡丹品
种达 1200多个，又使我省拥有发展
油 用 牡 丹 产 业 最 丰 富 的 种 质 资

源。”省林业厅总工程师杨朝兴说。
近年来，我省通过实施牡丹苗

木补助、典型示范辐射、科技指导
服务等推广措施，油用牡丹种植规
模逐年增加，以洛阳为中心，辐射
带动郑州、商丘、周口、漯河、三门
峡等地种植油用牡丹 12.73 万亩，
产量近 2000万公斤。

鉴于我省发展油用牡丹前景广
阔，2013年，国家林业局将我省列为
全国油用牡丹产业发展试点区，每年
下达专项资金 1000万元，省财政配
套400万元，带动社会投资超过2亿
元。有关专家表示，我省计划5年内
发展油用牡丹400万亩左右，10年内
发展到 800万亩。全部进入丰产期
后，全省年产牡丹油可达 4亿公斤，
年产值1600亿元左右。③12

庞村镇成钢制家具产业基地

黄河河南段进入凌汛期

我省创新融资渠道盘活畜牧业资产

养殖户“有价资产”变“有效资产”

12 月 2 日 ，温 县 温
泉镇张王庄村村民正在
田间收获胡萝卜。初冬
时节，该县黄河滩区 2万
亩胡萝卜喜获丰收，吸
引广东、湖南等地菜商
争相采购。⑤4
徐宏星 周双林 摄

我省计划大力发展油用牡丹产业

5年内种植400万亩

本报讯（记者谭 勇）12月 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
发通知，在全国认定 67 家企业（第 12 批）为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并核发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证书》，河南
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我省本批次唯一入选企业。
加上此前通过认定的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我省国家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已有 2家。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实现批
量生产光分路器芯片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占全球市
场份额的 30％以上。③9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12 月 2 日获悉，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布了第四批 99 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名单,我省 4 家企业上榜。

我省上榜的 4 家企业分别是，河南省健康伟业生
物医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平台类别为技术服务、培
训服务；商丘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平台类别为信息
服务、培训服务、融资服务；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技术
服务培训中心，平台类别为培训服务，以及许昌开普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平台类别为技术服务。③9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12 月 2 日获悉，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告了全国第三批符合《光伏制造行业
规范条件》的 19 家企业名单，我省的洛阳尚德太阳
能电力公司入选。

据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共有
180 家企业入选光伏制造行业规范企业，我省共有 5
家企业入选，分别是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河南协
鑫光伏科技、安阳市凤凰光伏科技、洛阳中硅高科和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③11

第十二批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名单公布

我省又有1企入选
第四批国家中小企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公布

我省4企上榜
全国 180家光伏制造行业规范企业

我省企业占据5席

萝卜喜丰收
客商来抢购

简 介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高峰论坛是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河南省工商联直属 45 个协会鼎力支持的集聚区年度盛会，
每年都会有 300多位金融界、投资界、企业界、工商界精英聚首，是目前我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大、最权威的集聚区发展专业论坛，今年是第三届。

本论坛以河南日报《产经天地》专版为媒体支撑，致力于打造三个平台：一是宣传平台。截至目前，《产经天地》专版刊发集聚区理论文章、招商信
息、发展思路、领导访谈 100 篇，为全省集聚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二是招商平台。立足媒体优势，团结全国专业招商机构，各商会，帮助全省各
集聚区招商，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为 3 个集聚区实现成功招商。三是研究平台。2013 年，成功组建河南日报产业集聚区研究中心，签约全国区域经济
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知名咨询机构、园区运营机构等领域的专家，为我省集聚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主题: 新常态 新产业 新趋势

暨第三届河南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暨第三届河南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

主办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特邀主办特邀主办：：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

不能错过大会的五大理由
1.权威发布：本次会议上，将发布“河南省 2014年集聚区发展报告”，掌握全省集聚区发展最新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最新依据。

2.高端对话：近距离对话我省知名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专家，了解国家经济下一步发展动向，更好调整、借力区域经济发展。

3.传经送宝：学习了解全国最前沿、最先进园区的招商、运作经验，接触全国骨干园区运营商，为园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商会直击：本次会议将组织全省如河南省浙江商会、河南省江苏商会在内的多家直属商会，各集聚区可紧密交流，扩大招商。

5.案例分享 ：通过优秀园区的案例分享、互动性极强的设计环节，如圆桌会议、快速社交论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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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五年我们的五年———河南省集聚区建设—河南省集聚区建设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颁奖盛典颁奖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