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房销售面积

6794.8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7.3%

商品房销售额

3170.80亿元
同比增长13.8%

其中

住宅
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9%

销售额增长19.4%

办公楼
销售面积下降20.9%
销售额下降30.6%

商业营业用房
销售面积增长13.9%
销售额增长8.0%

第一产业投资

1340.47亿元
同比增长32.3%

第二产业投资

15336.49亿元
同比增长11.0%

第三产业投资

14786.55亿元
同比增长20.6%

全省基础设施投资
完成4657.48亿元

同比增长33.5%
其中电信传输业

同比增长

161.6%

高成长性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1.6%
占全省工业比重

47.2%
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完成投资

8382.82亿元
同比增长12.7%
占工业投资比重

54.6%

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

22.1%
占全省工业比重

8.6%
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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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戈

“若要概括非法集资的特点，
必须先明确这是一种违反国家法
律规定，面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
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12 月
17 日，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有
关 负 责 人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非法集资还同时具备非法
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
要件。其一，它未经有关部门依
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吸收资金；其二，它通过媒体、推
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面向
社会公开进行宣传；其三，它承诺
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
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最后，它面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高发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位
负责人继续介绍，其一，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资金链趋紧，在这样的背景下，非
法集资问题集中浮出水面，导致短
期内案件加速暴露、发案数量激

增。其二，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
大背景下，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
民间投融资活动积极活跃，但一些
领域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一些行
业的监管还有待于加强，突出表现
为：投资咨询、第三方理财、非融资
性担保等投融资中介机构没有明
确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大量
机构超范围经营，从事吸收资金、
经营放贷的业务，为非法集资活动
提供生存空间。其三，P2P 网络借
贷、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
不断涌现，法律政策相对滞后，极
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打着金融创新
的名号进行非法集资；此外，很多
群众不了解集资的相关法律政策
知识，不能有效区分什么是“合
法”、什么是“非法”，容易坠入非法
集资的陷阱。

“部分群众缺乏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只看到宣传的高额收益，
却忽视了潜在的巨大风险。”该负
责人最后表示，落入非法集资圈
套者往往投机心理强烈、心存侥
幸，觉得自己不是最后一棒“接力
者”就行，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
拔。③6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 实习
生于 今）12 月 17 日，由省商务厅、
省委宣传部等 18 个部门、单位共
同主办的 2015 年河南省“诚信兴
商”千企万商诚信承诺签名活动暨
商务信用网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包括丹尼斯、好想你等在内的企业
现场签署诚信书，承诺诚信经商。

据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介绍，
此次活动将从与人民群众生活和
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容易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的问题抓起，结合我省实
际，区别不同情况，探索建立行业、

企业自律的新方法、新措施和新机
制，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让群众切实看到“诚
信兴商”活动的成效。

据了解，为有重点、有步骤地
推进信用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发
展环境，省政府决定，到 2017 年，
初步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运
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体系
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诚信中原、
文明河南”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使
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增强，诚信环
境明显优化。③8

本报讯 （记者杜 君）12 月 17
日，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安阳马
鞍山省级森林公园和泌阳盘古山
省级森林公园日前获批建立，至
此，我省省级森林公园已达 86 个。

安阳马鞍山省级森林公园位
于安阳县、林州市、鹤壁市三地交
界处的安阳县马家乡境内，总面积
2250 公顷。景区内山高林密，沟
壑纵横，古老的洹河穿越而过，不
但自然风光旖旎，并保存有多处历
史古迹。

泌阳盘古山省级森林公园位

于驻马店泌阳县盘古山乡，总面积
1710 公顷，公园内森林覆盖率达
56%，境内奇石嶙峋，溪流潺潺，更
将古老的盘古文化融合其中。

据了解，坚持林业生态建设和
森林资源保护利用并重，截至目前，
全省林业系统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4
处，总面积759.75万亩，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3.03%；建立国有林场94个，
经营面积 688.24 万亩；建立国家级
森林公园 30 个、省级森林公园 86
个，总面积 452.1 万亩；森林旅游年
均接待游客3000万人次。③6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
王振巍）12 月 17 日，引黄入冀补淀
工程（濮阳段）在濮阳县渠村镇开
工，标志着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进
入全面实施阶段。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国务院
确定的 2015年必须开工的 27个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是进行
农业供水、补充地下水以及向白洋
淀生态补水的水利工程，受益区为
我省濮阳市和河北省邯郸、邢台、
衡水、沧州、保定 5 市，受益面积
465万亩。工程自濮阳县渠村引黄
闸引水，穿卫河进入河北邯郸东风
干渠，年设计引水量 7.4 亿立方米，

其中濮阳市引水 1.2 亿立方米，河
北省引水 6.2 亿立方米。输水线路
总长 482 公里，其中濮阳段 84 公
里，河北段 398 公里。工程总投资
42.41 亿元，其中河南省境内投资
22.69 亿元，河北省境内投资 19.72
亿元。

据介绍，该工程完工后，将有
效缓解冀东南地区农业灌溉和生
态环境用水严重短缺问题，维持
白洋淀生态环境，起到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作
用。同时，该工程还将全面提升
濮 阳 市 的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保 障 能
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③8

识别非法集资认准四大要件

2015年我省“诚信兴商”
活动启动

我省新增俩省级森林公园
总数已达86个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濮阳段开工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以往，投资项目审
批都是一个一个部门去跑，部门之间还存在
着推诿扯皮和相互不配合等情况，让企业不
胜其烦。今后，这种局面有望彻底改变。记
者 12 月 17 日从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上线运行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省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18 日正式上线运
行，项目单位足不出户在互联网上就可以申
报项目并获得并联审批。

据介绍，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依托互联网、电子政务外网和大数据技术，
将省、市、县三级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
源、环境保护、水利等各联审部门所承担的投
资项目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在线平台实行并联
审批，通过明确审批权限、规范审批办理流程
并对审批项目受理信息、办理过程、办理结果
等进行实时、全程和自动监控，实现非涉密投
资项目和非涉密审批事项的“一窗受理、并联
办理、限时办结、依责监管、全程监察”。目
前，我省共有 15 个省直联审部门、288 个市级
联审部门、180 个直管县（市）联审部门和
2516 个县（市、区）联审部门纳入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运用“制度+技术”的
方式，把各个联审部门都搬到网上，统一标准
规范，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变“跑项目”为
网上受理、办理、监管“一条龙”服务，让信息多
跑路，让企业和项目少跑腿，能够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铲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从根本
上解决政府部门长期存在的、企业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
题。这不仅是对现有项目审批管理模式的转
变，也是对传统管理方式和工作习惯的改变，
是我省审批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③6

经过 3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我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
平台都有哪些重要功能和作用？项目申请
单位如何在平台上申报项目？今后如何管
好用好这一平台？12 月 17 日，记者就此采
访了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与中央平台双向对接
据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涵盖省、市、县三
级，与中央平台实现了双向对接。其主要
功能有：

第一，平台受理。通过注册用户，填写
企业、项目基本信息，上传申报材料，平台
就可以受理项目单位的申请。

第二，一项一码。项目单位选择办理的
审批事项后，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动赋予该
项目一个唯一代码，相当于项目的“身份证
号”，伴随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项目单位
可以输入代码上网查询项目办理进展情况。

第三，一表流转。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统一制作包含项目代码、项目基本要素信
息，以及项目办理情况信息的电子流转表
单，并且将这个表单在项目审批相关部门
之间流转，实现审批部门之间项目信息的

共享。
第四，并联办理。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自

动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分发到各个联审部
门办理，将传统的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办理。

第五，限时办结。各个审批事项都有
一个法定的办理时限。各部门按期给出办
理意见，受理、委托评估、办结等一系列办
理状态均通过平台及时向项目单位反馈。

第六，电子监察。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对项目进度实现全程监控，对于临期和超
期未办结的项目，都会通过红黄灯预警和
提醒。企业可以在线查询、评价和投诉。
党委、政府及监察部门也可根据系统提供
的有关数据对联审部门和审批人员进行绩
效考核，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设计这些功能，主要是想借此不断提
高审批效率，规范审批行为，提升联审部门
服务水平。同时，通过在线平台生成的投
资信息大数据，也有利于丰富投资宏观调
控信息渠道，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合
理的产业政策，提高投资调控的及时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这位负责人说。

项目申报五步完成
作为一个项目申请单位，该如何在在

线平台上申报项目？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由联合审批网上办
事大厅和网上联合审批系统组成。联合审
批网上办事大厅为投资项目申请人提供项
目审批申请等服务，网上联合审批系统为
全省各级投资项目联审部门及工作人员提
供网上审批工作平台。

作为项目申请人，如果要申报项目，大
致流程是：

第一步，项目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登
录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联合
审批网上办事大厅，注册登记，填写基本信
息表，提出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事项申
请。第二步，申请人根据联合审批网上办
事大厅的告知上传审批事项需要的全部申
请材料清单，上传完全部所需材料后，就进
入业务审批阶段。第三步，网上联合审批
系统自动将申请材料分发到各有关联审部
门，启动联合审批受理办理流程。第四步，
联审部门在完成审批后，会将审批文件上
传到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第五步，申请人
随时查询申请项目所有审批事项、审批部
门、办理状态、进度和审批时间等信息。也
可以通过网上下载审批文件。

据统计，目前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共包括省市县三级 397 项审批事项，
还有众多个性信息、中介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等，实现了全省审批事项的统一规范。③6

如何通过在线平台申报项目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谈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我省投资管理体制实现重大变革

投资项目审批平台今起上线运行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郭海方

坚决打击非法集资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12 月 15 日，沁阳市柏香镇西彰村村民在使用大
型机械开挖喷灌地埋管道渠沟。据悉，该市是 2015年省
财政支持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市，自 10月份开工以来
已新打农用机井 220眼。⑤3 杨 帆 杨志强 摄

▼12月 14日，柘城县皇集乡张集村群众正在麦田里
打深水井。该县人武部多方筹资12.5万元为该村打了11
眼深水机井，解决群众浇地难问题。⑤3 张 超 摄

冬修水利建设忙

12月17日，省统计局发布1至11
月我省主要经济数据表明，随着国家
和我省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持续
发挥作用，全省经济延续了前三季
度以来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的发展
势头，趋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回升，结构调整持
续推进，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工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

1 至 11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8.6%，比 1 至 10 月份提
高 0.1 个百分点。全省工业增长的
同时，结构调整继续推进。1 至 11
月，全省制造业投资 13872.57 亿元，
同比增长 9.6%。其中，全省高成长
性制造业完成投资 8382.82 亿元，同
比增长 12.7%，高于全省工业投资
1.7 个 百 分 点 ；占 工 业 投 资 比 重
54.6%，同比提高 0.8个百分点。

服务业投资占比提高

投资方面，1 至 11 月份，全省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完 成
31463.51 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
速比 1 至 10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
其 中 ，全 省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完 成
4657.48亿元，同比增长 33.5%，增速
比 1至 10月份加快 1.4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增长强劲

消费方面，1 至 11 月份，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27.46 亿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下 同）12.4% 。 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5577.73 亿元，同比增长 9.4%。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11 月份，我
省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78.25 亿元，
同比增长 10.5%；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50.63 亿元，同比增长 13.9%；按
消费类型分，11 月份，我省餐饮收
入 42.48 亿元，同比增长 9.4%；商品
零 售 586.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

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明显

1 至 11 月份，全省房地产开发
投资 4294.5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4%；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到
位 资 金 4517.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在房地产投资中，全省住宅
投资 3151.88 亿元，同比增长 7.6%，
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为 73.4%。1 至 11 月份，全省房地产
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39545.33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6.2%，其中住宅施
工面积 30131.52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5.3%。

虽然我省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但市场需求
仍然偏弱，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省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既要
坚定信心，不断推动稳定经济增长
的积极因素持续积累，又要正视困
难和问题，继续把稳增长保态势作
为全局工作的突出任务，打好攻坚
战。③8

■关注我省经济形势

稳中有升 稳中向好

12月 17日，夏邑县业庙乡贾楼村村民在村头花园游玩。该乡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在原来的污水坑、垃圾场上修建多处花园、游园和健身
场所，给村民提供休闲好去处。⑤3 苗育才 摄

□本报记者 谭 勇 王冠星
我省前11个月主要经济数据

工业 投资 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27.46亿元
同比增长

12.4%

其中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157.84亿元
同比增长9.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19.89亿元
同比增长13.9%。

餐饮收入

354.62亿元
同比增长11.3%；

商品零售

5223.11亿元
同比增长9.3%

房地产

制图/曹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