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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行中原看水利

新闻 读速
我省清理涉及
煤油气收费基金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郭海方）记者
2 月 10 日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
通知,在全省范围全面清理涉及煤炭、原
油、天然气的收费基金。

《通知》规定：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
我省停止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各地、
各部门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审批管理规定,越权出台的涉及煤炭、
原油、天然气的收费基金项目一律取消；
对公布取消或停征的收费基金,不得以任
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不得以其他名目
变相继续收费；清理取消各地、各部门重
复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财税
体制改革要求的不合理收费项目。③7

视觉 新闻

本报讯 （记者郭 戈）记者 2
月 10日获悉，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郑
州举行银政企座谈会，与政府部门
以及来自钢铁、有色、能源、纺织等
行业的 20 多家豫企代表交流了业
务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和下一步的
融资需求。

作为一家直属国务院的外经
贸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长期
致力于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
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推
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
包工程和境外投资。

在帮助河南企业“走出去”的过

程中，进出口银行一直不遗余力。
2014年，该行参加银团为河南中孚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2 亿元人
民币贷款，用于实施“30万吨特种铝
型材银团贷款项目”，帮助企业延伸
产业链条；为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8.5 亿元人民币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卖方信贷，助力企业产品出
口，抢占国际市场……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底，中国
进出口银行累计在我省发放本外
币贷款 168.68 亿元人民币，为促进
豫企“走出去”、带动河南外向型经
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③10

本报讯 （记者杜 君）2 月 10
日，记者从省林业厅了解到，我省
正加快制定木本粮油产业发展规
划，不断扩大木本油料种植规模，
为确保国家粮油安全作出新贡献。

近年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持续增长，国产原料生产的食用
植物油产量不足 40%，每年需大量
进口。专家指出，推动茶油、核桃
油、橄榄油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有
利于减少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

“我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种

质资源、气候条件和林地空间优势
明显。”省林业厅总工程师杨朝兴
说，全省木本油料种植总面积超过
400 万亩，其中核桃种植面积约
300 万亩，年产量 8 万多吨。

杨朝兴表示，我省将突出特色优
势，完善体制机制，着力在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区域布局和集群发展方面
创新思路，在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产
品研发和扶持政策方面创新举措，
积极培育木本油料加工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这一绿色富民产业。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通讯员
常存涛 刘启波）为让消费者过上
一个安全和谐的春节，近期，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省食品市场进
行了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2
月 10日该局发布数据称，我省食品
市场总体质量安全良好，生产加工
食品质量合格率为 98.0%，食品市
场整体合格率为96.8%。

此次共检查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8300 多家次，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3.67多万家次。抽检食品覆盖了生
产企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食品超
市等业态，生产环节涉及 23大类 39
种 75细类等重点食品，流通环节涉
及16个大类47个细类等重点食品。

此次还专门对我省的茶叶、枣
制品、胡辣汤、怀药制品、道口烧鸡
等地方特色产品进行了抽检，除茶
叶质量合格率为 96.0%外，其他产
品没有发现质量安全问题。③11

又讯 （记者郭海方 通讯员
常存涛 刘启波）2 月 10 日，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集中曝光了近期抽检

确定的 16种不合格食品及其企业。
这16家企业及抽检不合格产品

分别是：郑州笑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麦家族（调味面制品）、沁阳市盈哈
哈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菊宝怀菊花
茶饮料、原阳县兴业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韩式烤串（调味面制品）、漯河恒
安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马西达韩式
特调低能消化饼（韧性）、漯河浩天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猴菇（酥性饼干）、
汝州市天德益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字母饼（韧性饼干）、新乡市鼎好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肖食（酥性饼干）、
许昌县春辉豆制品厂生产的腐竹、濮
阳县三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香瓜
子、清丰县老孙瓜子厂生产的中华香
瓜子、清丰县源隆元食品厂生产的香
瓜子、河南林河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46°林河大曲、河南省朝歌老酒有限
公司生产的朝歌老酒、濮阳市金兆酿
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粮香醋、宝丰县
楚城白雀陈醋厂生产的陈曲米醋、潢
川县信牌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鸡
精调味料。③7

罗山县龙山乡双店村的赵家
志原本在外经商，如今有了个新身
份——村里八口水塘的“塘主”。

“今后这些水塘能灌溉村里约
600亩土地，还可以用来发展水产养
殖。”2月 9日，站在新改建好的坑塘
前，赵家志向记者描述着未来的图
景。双店村的农田用水主要靠村里
大大小小的坑塘，只要用水有保证，
稻米收成一亩能达到700公斤。

但目前的坑塘大多为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兴建，后期管护不力，
加之多年淤积，损毁严重，许多成
了蓄水量大减的“碟子塘”，甚至
变为平地。前年信阳遭遇大旱，
村里许多水稻绝收。

记 者 从 罗 山 县 水 利 局 了 解
到，像双店村这样的坑塘状况在
全县较为普遍。罗山县在 2012 年
制订了建设方案，计划用 3 年时间
把全县 5000 立方米以上的坑塘全
部改造一遍，并且实行“以奖代

补”政策。这项政策激活了民间
资本和农民群众修建小型水利工
程的热情，在前两年的建设中，县
财政投入资金 4050 万元，撬动民
营投资 1.2 亿元。

县水利局局长邓俊成告诉记
者，罗山县近年还实施了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养护体制改革，通过承包、
租赁、股份制合作、拍卖等形式，明
确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养护主体，确
保其长期发挥效益。在外经商的赵
家志回到村里，投资几十万元，改建
了3口老塘，挖了5口新塘。

在蟒张镇蔡店村，记者看到，
前 两 年 新 建 的 坑 塘 ，都 已 蓄 满
水。镇长连勇说，该镇蓄水量在
5000 立方米以上的坑塘有 1000 多
口，目前已改建 600 多口，今年的
春灌肯定没问题。

到去年年底，罗山县已改造
六七千口坑塘，原定的三年规划
将如期完成，一口口“碟子塘”正
变成“保丰塘”，映照着农业的美
好前景。③6

豫企“走出去”获强力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为我省企业放贷 168.68 亿元

我省木本油料发展提速

节前食品市场监督检查和抽检结果发布

食品市场质量安全良好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万千坑塘焕生机
□本报记者 张海涛

2014 年是河南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元年。2 月 10 日，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
到，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
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全省国资
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全力以赴稳运行，攻坚克难促改革，坚定不
移调结构，国企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工作取
得新成效。

国有经济实现平稳发展
2014 年，全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

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2%；实现营业收入
7700 亿元，同比增长 3%；实现利税 465 亿
元。其中，31 户省管企业资产总额 9094 亿
元，同比增长 8.1%；实现营业收入 5117 亿
元，同比增长 1.3%。通过创新管控模式、狠
抓节本增效，省管企业管理费用和人工成本
同比均下降 8.4%。数据表明，我省国有经济
保持了生产经营总体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省管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得益于积

极开拓市场。省管煤炭企业在极端困难情
况下，生产原煤 1.6 亿吨、各类化工产品 447
万吨；郑煤机集团实施多元化营销模式，市
场占有率超过 40%……其中，安钢集团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创新营销模式，优化产品结
构，企业解危脱困取得阶段性胜利。“尤其电
子商务平台成功上线运行，通过与‘找钢网’
等第三方交易平台合作，短短几个月已实现
网上交易钢材约 17.4 万吨，为企业创造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安钢集团董事长李涛介绍，
2014 年，在产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钢
材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8.4%和 9.2%，产销
率接近 100%。

国企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2014 年，我省推动国企改革总体方案顺

利出台，明确了我省今后一个时期国企改革
的原则、步骤、目标和工作重点，为深化国企
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改革试点有序展开：9 户混合所有制经
济试点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市场化经营机
制方面开展积极探索；5 户市场化选聘职业

经理人试点企业在市场化薪酬分配、个性化
考核、选人用人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
新。

“在当前经济步入新常态、不少传统行
业的国有企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要抢抓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机遇，引入资本、增强活力，
走出困境，实现发展。”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副主任申振君说。对此，中原证券深有体
会。“通过香港上市，公司民营和外资成分占
比已达 51.7%，为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决策效
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原证券公司董事长
菅明军表示，上市过程中，通过 QDII 方式实
现大部分员工的间接持股，“事实证明，这一
市场化机制大大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加快了
公司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显现
2014 年，我省国企以重点项目为载体，

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发展后劲进
一步增强。截至去年年底，省管企业在建和
竣工重点投资项目 247 项，累计完成投资
500.5 亿元，同比增长 32.2%；14 家企业向社

会发布了第一批 40 个引入社会资本项目，投
资额 576 亿元。

其中，河南投资集团加大对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力度，完成投资 52 亿元；铁投公司支持
郑开城际铁路通车运营，积极参与“米”字形
铁路网建设……重点战略支撑项目对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董事长梁铁山表示，该集团实施“退
城进园”，推进煤焦化、尼龙化工、盐化工融合
发展，同时积极打造特色煤基化工产业链，加
快培育光伏电站、高性能切片等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各地加快科技创新
步伐，去年全年，省管企业投入研发资金
34.8 亿元，完成科研项目和新产品开发 833
项，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技术研发平台和博
士后、院士科研工作站 82 个。河南能源集团
煤制甲醇蛋白联产脂肪酶生产线投产、洛阳
LYC“大型高铁轴承试验台”填补国内空白，
南阳市防爆电器研究所成为首批国家级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③9

新常态下改革创新促转型

河南开创国资国企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宋 敏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李 新）
年关将至，此时也是霍庄村最为忙活的时
候。2 月 8 日，记者在这里看到，往来拉货
的车辆穿梭于此。

霍庄村位于许昌县灵井镇，是远近闻
名的文化产业村。该村加工生产的社火产
品、戏剧用品有 30 多个大类 200 多个品种，
产品已占领长江以北 60%的市场，年产值
过亿元。每年从 10 月份开始，订单就会像
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

来到霍庄村鑫正戏剧用品有限公司，
20 多名女工正在加工舞台鞋，工人们已开
始检验、打捆、装箱。该公司负责人华喜焕
说：“我们加工生产的戏剧用品样式新、质

量好，供不应求，公司不仅在温州、宁波、福
清、郭店等地开设了直销店，产品还成功打
入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

据村里老一辈人介绍，霍庄村做戏剧
用品已有百年历史。清末，村民们就开始
加工一些唱戏用的服装、长髯等用品。改
革开放后，大家都逐渐富裕起来了，每逢过
春节都要舞狮子龙灯，村民们看到了这一
商机，就开始动手试着制作舞狮、龙灯、旱
船、宫灯、花灯……没想到社火产品在这里
也逐渐成了“气候”。

“我们村总共 400 户 2000 多口人，80%
的村民都从事社火产品、戏剧用品的加工
生产。”该村党支部书记霍军政说。

村民晓红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
本村加工生产的社火产品、戏剧用品。晓
红说：“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
剧中有不少服装道具就出自我们村，一些
还是通过网店销售过去的。”

在 村 民 霍 永 革 的 社 火 产 品 加 工 厂
里，霍永革正领着工人焊接狮子龙灯的
骨架。“每年的这个时候最忙了，下订单、
搞设计、备材料……不知不觉就到年关
了。”尽管忙得不可开交，霍永革表示，今
年春节要自费在村头组织一个羊年春节
灯展，一方面要展示自己的手艺和绝活，
同时也预祝大家在羊年里三阳开泰，事
事顺心。③7

文化产业“火”了霍庄村
社火产品、戏剧用品年产值过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韩娉婷
郑振华）记者 2 月 9 日获悉，在清丰县开
放招商工作会议上，该县拿出 273 万元
奖励资金，对 12 个开放招商先进乡镇、
县直单位及项目引荐人进行了嘉奖。

清丰县把开放招商作为加快赶超发
展、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以产业集聚区
建设为平台，积极开展了大招商活动，紧
紧围绕“家居产业做强做优、食品产业名
牌带动、环保科技和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发展”的目标，组建三个产业招商分局，
强化专业招商；完善招商项目预审、会
审、核查制度，对招商项目实行奖惩激
励，全县招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14 年，清丰县新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 50个，美松爱家家具、振森木业等一大
批重点项目扎根产业集聚区。③11

本报讯（记者尹江勇）2 月 10 日，记
者从省科技厅获悉，商丘工量具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截至目前，我省的国
家产业基地总数已达到 19 家。

商丘虞城工量具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是我国五金工量具生产最为集中的产
业基地，市场份额占全国 85%以上，占出
口市场的 60%。基地的主导产品有激光
工量具、液晶显示工量具、电动工量具
等，并建设有全国唯一一家工量具行业
国家钢卷尺及五金工具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2013 年，该基地的精密工量具
产业生产总值达 69 亿元，占全县生产总
值的 38.2%。③11

我省新增一处
国家产业化基地

清丰县重奖
招商引资功臣

2月 9日，博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品稽查员在一家饭店对
食品进行检查，确保“年夜饭”的食品安全。⑤4 程 全 摄

“小年”到来，武陟县小董乡贾村制糖作坊的师傅们格外
忙碌。他们以玉米糖稀和芝麻为主要原料，通过传统工艺做
成香脆可口的芝麻糖，供应节日市场需求。⑤4 冯小敏 摄

2月10日，宜阳县樊村镇5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吊装风机叶片。该项目安装24台单机容量2000千
瓦的风电机组，年上网电量约1.2亿千瓦时。⑤4 田义伟 摄

2 月 10 日，社旗县城建局工人正在整修灯笼。春节临
近，该县将往年用过的红灯笼、中国结等灯饰经过修复后悬
挂在街道，以节俭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⑤4 李 崇 摄

“春节临近，这些芦苇画特别畅销！”葛磊边作画边说。
他从小跟着爷爷学做麦秆画，慢慢迷上了用淮阳龙湖里的
芦苇做反映龙湖风情的芦苇画。他退伍后自主创业，开始
了自己的芦苇画创作生涯。这些作品以芦苇的叶、秆、花穗
为原料，经过 30 多道工序制成，吸收了国画、版画、剪纸画
等诸多艺术表现形式。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艺术奇葩展露香

▲2月 10日，又一批芦苇画新作即将制成。
◀葛磊正在创作 3米长的大幅芦苇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