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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号召，动员全省各方力量，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打赢稳增长、保态势
攻坚战，实现河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家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全省重点工作推进落实座谈会上的讲话

稳增长 保态势 抓落实▶▶2版·要 闻

本报讯 （记者曾昭阳 通讯员程 书 韩桂绪）
“‘阿里巴巴·驻马店产业带’上线运营 9 个月，日均访
问量 15000 人次，签约入驻企业 600 家，实现线上线下
交易 10 多亿元，在全国 300 多个产业带中综合排名
第 21 位，位居全省第一位。”10 月 21 日，记者在位于
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内采访时，
园区负责人对记者说，截至目前，阿里巴巴、慧聪网、
中国网库、京东商城等相继入驻该园区，百度、腾讯
及国美、海尔、格力等即将入驻……驻马店电子商务
产业异军突起，引人瞩目。

“驻马店是传统农业大市，加快经济转型发展任
务艰巨。面对‘互联网+’这一时代浪潮，全市上下要
更新观念，抢抓机遇，推动驻马店优势产业乘上互联
网快车走向更大市场，为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培育强
大后发力。”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这样强调“互联
网+”这一战略机遇的重要性。

推动“互联网+物流”，让传统物流插上电商“翅
膀”。驻马店恒兴仓储物流是全国合约性物流前三
强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互利双赢，该市强力
推进电商与物流融合发展，将市电子商务产业园与
恒兴仓储物流充分叠加，斥资 10 亿元打造线上线下
交易平台。占地 400 亩、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的产
业园，集“电商、物流、仓储、金融、培训、分拨、快递”
等多功能于一体，可容纳 1000 余家电商企业集中入
驻，走出了一条“前商后库”“前店后厂”的电商、物流
融合发展新路子。今年前 9 个月，仅恒兴物流营业收
入就达 6 亿多元，贡献税收 2300 万元。

推动“互联网+农业”，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农
加工洽谈会。依托驻马店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
利用阿里巴巴遍布全球的电商网络，通过 B2B 模式推
动全市优势产业、优秀企业、优质产品实现线下整
合、线上推广。目前，线上农产品交易企业达 300 余
家，特色农产品基本实现全网覆盖。中国网库是国
内最大单品电子商务平台和第三大 B2B 电子商务公
司，通过中国网库·驻马店电商谷这一平台，该市将
花生、芝麻、花菇、面粉、黑猪、夏南牛、食用菌等特色
农产品，作为第一批推广的单品开展网络营销，使得
驻马店特色农产品首次通过网络驶上“卖全球”的高
速路。

当日，记者在该市经济开发区看到，另一个升级
版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占地 200 亩、建筑面积 11 万
平方米的驻马店网商产业园已于上月破土动工。驻
马店市市长陈星介绍说：“我们的目标是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致力打造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力争
到明年年底引进知名电商企业 50 家以上，带动本地
及周边电商企业 1000 家以上，实现线上线下交易额
600 亿元以上。”③9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文博会，与上
届相比，这届文博会规模更大、内容更
丰富，单是看看现场的人气就能感觉得
到。”来自安阳的杨女士说。

“这样规模宏大的文博会是中原文化
的展示窗口，也给全国各地的文化产业企
业提供了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平台。”
深圳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的陈鹤平表示。

10 月 16 日至 19 日，第二届中原文
博会在鹤壁市会展中心举办，来自晋冀
鲁豫 4 省 35 个市县及台湾等地 860 家
企业参展，总观展 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8%，现场交易额和协议订单金额超
过 12 亿元、同比增长 179%，呈现出参
展企业地域广、展商多、层次高、人气
旺、效果好等特点，受到了广泛好评。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深入挖掘文化资
源，做大做强文化品牌，依托中原文博
会这一资源和载体，积极搭建文化交流
和产品交易平台，力求弘扬中原优秀文
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鹤壁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李怀新告诉记者。

鹤壁市把举办中原文博会作为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成立了由
市长任主任的中原文博会筹委会，不断
探索创新办会模式，秉承“政府引导、市
场化运作”的理念，以文化中原为主题，
以博览和交易为核心，采取广告资源拍
卖、会企合作等方式，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鹤壁市文产办主任叶成民告诉记
者，为顺应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
径、新趋势，第二届中原文博会定位为

“互联网+展会”模式，建立了中原文博
会官网、文化产品专业交易网站文博商
城和手机 APP 交易平台，实现了线上
线下商品展示、推广、拍卖和交易，受到
众多展商和“创客”的关注和期待，积极
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原文博会。

本届中原文博会引进了台湾馆和
海峡两岸（中原）文创中心，促进了文化
交流交融，显著提升了中原文博会的层
次、质量和知名度。台湾馆策展人陈意
晴表示，此次来参展的台湾企业都很积
极，两岸文化不仅通过文博会得到碰
撞，更多的是互动、串联和交流，将来的
合作会更广泛。

（下转第二版）

弘扬中原文化
助力产业发展
——第二届中原文博会综述

□本报记者 李定宇
本报通讯员 吴寒寒 安建军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10 月 22 日，省
长谢伏瞻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农民进城购房、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等工作。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扶持小微企业
发展 16 条政策措施的意见》。会议指出，
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稳定增
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
人民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着力解决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
力度，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各
级政府要充分发挥银企对接作用，规范发

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完
善银担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小微企业直
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要着力引导小微
企业转型升级。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
好推进“双创”和“互联网+”的政策措施，
降低创业创新门槛，打造创业创新平台，
引导小微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手段，不断
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要着力营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良好环境。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市场
准入，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税政策扶持，
完善长效服务机制，努力营造竞争有序的
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公平正

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形成小微企业“铺天
盖地”发展的生动局面。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促进农民进城
购房扩大住房消费的意见》。会议指出，促
进农民进城购房、扩大住房消费，既是改善
农民生活质量、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全省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打赢稳增长保态势
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发
展全局的高度，认真落实促进农民进城购
房、扩大住房消费的政策措施，着力破解农
民进城购房的瓶颈制约，切实把农民住房
消费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事关农民切

实利益的好事办好，力求收到保障和改善
民生、稳定经济增长、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的综合效果。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因地
制宜，细化举措，抓紧研究完善符合本地实
际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狠
抓落实，在住房公积金、就业、教育、社保、
用地、信贷等方面加大配合支持，着力营造
促进农民进城购房的良好环境。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强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的若干意见》和《2015 年度河南
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

省领导李克、王铁、张广智、李亚、王
艳玲、张维宁、许甘露出席会议。③9

谢伏瞻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谭 勇）10 月 22 日上午，我省
创新形式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平台
——河南中小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正式揭牌。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引导企业多渠道融资，
加大对中小企业上市后备资源的培育力度，鼓
励和引导广大中小微企业积极尝试在多层次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通过灵活选择新三板、区域股
权交易市场，以及风险投资、私募投资等资本市
场，主动与投资方直接对接，解决企业融资难
题。我省还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段为企业提供个
性化、一站式融资服务，建立完善了河南中小企
业网络融资服务平台，根据企业需求进一步优
化了申报流程，使企业填报更加快捷高效。

为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省
工业和信息化委直属单位河南中小在线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合作共建河南中小企业挂牌孵化基
地，为河南及周边省份中小企业提供挂牌上市融
资服务。③11

本报讯（记者谭 勇）10月 22日上
午，全省银行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贷
款项目签约暨总结会议在郑州举行。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与邮政储蓄银
行河南省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
场还组织66家中小微企业分别与 16家
商业银行、5 家城商行、18 家地方农合
机构及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进行
集中签约，现场签约金额 13.32亿元。

截至目前，全省各地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会同金融办、银监分局组织各
类银企对接专题活动 170 余场次，累
计有 11331 家中小微企业参与对接活
动（其中小微企业占 81%），申请贷款
总额 1103.5 亿元；实际放贷企业 8725
个，放贷金额 871.38 亿元。放贷企业
占申请企业数的 77%，放贷金额占申
请总额的 79%，有效缓解了我省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资

金紧张问题十分突出，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已成为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最
大问题之一。自今年 4 月起，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联合省政府金融办、河南
银监局分两期在全省开展了金融机构
与中小微企业贷款项目对接活动。“这
既是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
展、深化企业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政
银企担多方联手、着力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的具体行动。”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主任王照平在当天的会上表示。

今年我省采取了省市县三级联
动，政银企三方联手，融资性担保机
构、小额贷款公司与河南中小企业网
络融资服务平台多方参与的方式推进
银企对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开

封市共有 285 家单位的 438 个项目达
成贷款协议，合同和意向贷款金额总
计 164.98 亿元；新乡市举行了电池及
电动车产业专题银企对接会，共达成
贷款合同和贷款意向 46 笔，金额 8.77
亿元；信阳市召开“金融服务百日攻
坚”银企对接会，全市 22家金融机构与
74家企业共签订 35.6亿元贷款合同。

下一步，我省相关部门将借助商
业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的
支持和企业的配合，形成合力，有效破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通过完善银企
对接合作长效机制、积极引导企业多
渠道融资、加强项目跟踪落实等有效
措施，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与中小微
企业合作，努力让每一笔贷款成为企
业的及时雨、项目的助推器，促进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③9

我省充分发挥银企对接作用

871.38亿元为中小微企业“解渴”
河南中小企业挂牌
孵化基地正式揭牌

“巨龙”挺进

深山施工现场。整装待发。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

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发表重要演讲 详见详见▶▶▶▶77版版··国际新闻国际新闻

高标准严要求 实打实硬碰硬
——二谈“决胜四季度，我们该咋办”

10 月 21 日，在位于洛宁县的故县镇水库“引故入洛”工程隧洞施工现场，
由中信重工自主创新研制的国内首台直径 5 米 TBM 硬岩掘进机，犹如一条

“巨龙”挺进施工隧洞。该型号掘进机集合了电子、激光等多种技
术，它将在“引故入洛”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该工程全长 125

公里，2016 年年底工程全线贯通后，日最大供水量为
43.2万立方米，可满足洛阳市区及洛宁县、宜

阳县部分用户饮用用水。⑤3
黄政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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