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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谭 勇）2015 年
12 月 29 日下午，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与河南城建学院战略合作协
议签订仪式在郑州举行，双方将在
打造行业培训基地、城市规划、研
究制订行业发展规划、组建行业政
产学研联盟、建设大数据研究平台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面向
基层，打造“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培训基地”，采取进校培训和上
门培训等不同方式，为我省政府部
门倡导的行业技术技能资质培训
提供高质量、非营利性（或称公益

性）的 服 务 。 同 时 ，顺 应“ 互 联
网+”时代的发展趋势，遵循“大数
据、大整合、大融合、大视野”的理
念，双方合作建设“河南省建设行
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采集整理建
设行业的产业政策、发展动态、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数据，
构建建设行业大数据库，形成稳定
的、连续的特色数据资源，并逐步
完善数据结构，提升数据分析能
力，推进建设行业的信息化、数据
化、现代化，有效服务于政府决策、
科学研究、企业发展及人才培养
等。③7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 通讯员常存涛）2015
年 12 月 31 日记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
卫生计生委、省工商局五部门日前联合下发通
知，在全省开展为期 5 个月的打击非法制售和使
用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医学整容用品）行为专项
行动。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郑重提醒：消费者可登录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www.cfda.gov.cn）

“数据查询”栏目查询相关产品的真实情况，如发现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可及时向所在地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举报电话：12331。③12

2015 年 12 月 31 日，省经济林
和林木种苗工作站传来消息，我省
今年选育的 59 个林木新品种刚刚
通过专家评审，数量为历年最多，
中原造林绿化用种再添“新丁”。

欣喜之余，翻看这些“新丁档
案”，记者却发现，从中核香核桃、
黑柿 1 号、华佳苹果、华山梨、黄
金 蜜 桃 3 号 、红 宝 樱 桃 、夏 黑 葡
萄，到粉背银木、粉荷星花玉兰、
红叶樱花、秋焰红花槭、荷红探春

牡丹……各色经济林、园林观赏花
木近 50 种，令人眼花缭乱，而生态
林和用材林树种则凤毛麟角，只有
楸树、刺槐、油松、杨树、香椿等五
类约 9 个品种。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林
木良种是森林世代繁衍和林业持
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保护生态系
统、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实现
生态脱贫，均须以抓好林木种苗为
前提。我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
省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将提
高到 75%以上，林业工程造林良种

使用率提高到 95%以上。
统计显示，截至 2015 年，全省

共审（认）定 16 批共 399 个林木品
种。目前，这些林木良种多数已在
林业生产上得到推广应用，全省林
木良种使用率已由 2000 年的 38%
提高到 65%。

然而，综合分析却发现，我省
林木良种数量呈现出经济林和花
卉品种较多，用材林和生态林品种
较少；传统主栽树种品种较多，珍
稀地方树种和新发展的树种品种
稀少，甚至无良种可用。

林种树种良种化进程不平衡，

是不是意味着生态林、用材林等树
种市场已饱和？省经济林和林木
种苗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林木
良种供应总量目前并不能满足林
业生产建设需要，全省每年林业重
点工程建设良种种子供应缺口达
30 万公斤以上，良种苗木缺口达 2
亿株以上，“要弥补缺口，主力军应
当是生态林和用材林这些高大乔
木树种。”

市场大有可为，为何科研单位
和企业主动为之较少？一位林木
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相较生态林和
普通用材林树种，选育经济林和观

赏花木用种的经济效益更高、市场
也相对稳定，“林木生长周期长，各
项投入较高，一位科研人员一辈子
往往只能成功选育一两种林木良
种，不得不考虑成本。”

就如何推动林木良种选育回
归“生态本色”，专家表示，林木种
质资源是新品种创新的原始材料，
我省应尽快开展林木种质资源调
查，摸清家底，为推进林木良种化
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储备和
理论支撑；同时，坚定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对林木良
种基地建设的支持和投入。③6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
陈 康 瞿凯月）“一年来我们公
司已通过天猫旗舰店、善融电商
平台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销售
有机茶叶 2000 多斤，销售额达
90 余万元。”2015 年 12 月 30 日，
桐柏禺峰野茶园经理李华昭一
边网上“晒”茶叶，一边开心地跟
记者攀谈。

“禺峰山野茶”只是该县“互
联网+特色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
缩影。如今，随着电子商务的发
展，桐柏县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
品走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

目前，桐柏县借助苏宁电商、
云书网及新农宝等五大电商平台，

基层电商服务点已建成210家，覆
盖所有行政村，八成以上的农业
企业及合作社已开通电子商务平
台，入驻农产品共23类110余种，
交易额达 3000余万元，服务农民
近20万人。

随着电子商务与特色农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农产品打开了销
路，更是带动了特色农业遍地开
花。目前，全县特色农作物种植
面积已达 70余万亩，取得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 31个、有机农产品认
证 8 个，“桐桔梗”、“桐柏玉叶”、

“朱砂红桃”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全县农副产品加工与流通
企业已发展到210余家。③6

本报讯（记者李建华 通讯
员李 霞）“俺家这 10 亩山药，一
多半都从网上卖掉了！”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孟州市南庄镇上
口村，农民邓瑞刚喜滋滋地告诉
记者。

在孟州市，和邓瑞刚一样尝
到电子商务甜头的农民比比皆
是，他们通过微信、淘宝等网络
平台，解决了前两年让人头疼的
农产品卖难问题。

2015 年 4 月，孟州市成功牵
手阿里农村淘宝项目，成立网络
经济发展中心，引导、鼓励各行
各业通过电子商务了解市场需
求、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产品过
剩、销售困难等问题。蓬勃发展
的电子商务影响到了工业、农业
和第三产业。农副产品销售效

果尤好，各类网络公司提供的第
三方服务和代运营涉及中草药、
菌类、奶制品、果蔬等十多种农
副产品，惠及全市 50多家农副产
品加工企业、100 多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 10多万新型农民。

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孟州
市已拥有各类电商企业 450 余
家，从业人员 3万余人，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到 110 亿元。目前，该
市正与阿里合作实施“满天星”计
划，利用现有互联网资源，依托
德国莱茵集团、杭州甲骨文科技
有限公司的强大技术支撑，发挥
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对 3
种以上农副特优产品印制防伪
溯源二维码 200 万枚，实现农副
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
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③6

本报讯 （记者李旭兵）在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举行的 2015 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表彰会上，全
国会计行业 49 人获得表彰。来自省人民医院的
尼燕是我省唯一获奖者。

据悉，全国现有 1900 万名会计人员，由财政
部主办的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活动，每 3~5
年评选一次。

尼燕现任省人民医院医保办主任，她是集全国
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国家卫生计生行业经济管理
领军人才、河南省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于一身的复
合型人才，国家科技人才库经济管理类专家。③7

本报讯 （记者谭 勇 实习生
王沙沙）2015 年 12 月 31 日，记者
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了解到，2015
年河南省十优电子商务平台和特
色电子商务平台认定名单公示结
束，共认定十优电子商务平台 10
家和特色电子商务平台 4 家。

评选活动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和省工商联
共同组织实施。十优电子商务平台
分别是中钢网、世界工厂网、回家
网、企汇网中小企业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中国教育出版网、瑜伽网、日
日鲜商城、城市门户—城市消费通
云商城、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
园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特色中国—

河南馆。特色电子商务平台分别是
黄淮农产品网、百花集创意花卉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豫飞重工集团起
重机设备在线展会、密玉网。

据了解，开展十优电子商务平
台和特色电子商务平台评选，旨在
鼓励我省电子商务企业做大做强，
进一步发挥典型企业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充分挖掘我省特色产品、
推出特色服务。省工业和信息化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入选的电子商
务平台，我省将引导其与工业企业
开展合作，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和咨询服务，并针对平台发展过程
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强政策帮扶和
支持。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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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综述

□刘明胜

近年来，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按照“四
集一转”、“五规合一”的要求，坚持“以循
环经济模式集聚产业，以生态工业理念
营建园区”的发展思路，围绕“创建全省
一流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国知名产业，培
育超百千亿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对内
强内涵创优环境，对外树品牌招大引强，
着力破解各种要素瓶颈，培育壮大主导
产业，产业集群快速扩张，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目前，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形成了
能源化工和有色金属深加工两大主导产
业，主导产业企业涉及 170 家企业，预计
2015年实现主营业收入 502亿元，占产业
集聚区主营业务收入的 81%。

围绕产业集群发展
实施延链补强

2015年，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围绕“突出
主导特色”的战略定位，确定了“抓特色、抓
集群、抓龙头”的发展方向。为此，产业集
聚区的招商引资重点，就是围绕能源化工
和有色金属深加工两大特色产业，进行“求
差、找点、补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实现
差异发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
效。强化“六种理念”，即强化“共赢理念、
市场理念、质量理念、嫁接理念、统筹理念、
服务理念”，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百日竞赛
活动”，通过采取产业招商、精准招商、主题
招商、定向招商等方式，着重提升招商引
资成效，培育特色产业链条，扩大产业集
群规模，不断提升集群支撑能力和配套能
力，实现产业集群化。同时，以引进战略
性重大项目为突破口，瞄准世界500强、全
国 500强、行业 100强，大力引进投资额度
大、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
和行业领军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实现
引进一个、形成一链、壮大一片。

2015年，园区新引进能源化工和有色

金属深加工主导产业项目18个，协议资金
98 亿元，特别是投资 24 亿元的禾源精细
化工园区和投资 10.4 亿元的硝基氯苯及
耗氯等项目的成功签约落户，极大程度地
促进了产业链条延伸和产业耦合发展。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培育壮大集群

产业培育关键在于产业链的打造，关
键在于龙头企业的培育。龙头企业越多，
产业链就越丰富，产业的带动性就越强，
产业集群辐射力就越大。沁阳市产业集
聚区以能源化工和有色金属深加工两大
主导产业为依托，以晋煤天庆、昊华宇航、
兴发铝业、永威安防、超威电源、天鹅型材
等龙头企业为带动，积极谋划储备项目，
推动主导产业精深化、链条化、集群化发
展，从而做大优势、做大品牌，提高核心竞
争力，使主导产业更加突出，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更强。同时，坚持“时不我待、刻不
容缓、只争朝夕、夙夜在公”的工作作风和
埋头苦干、永争一流的沁阳精神，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困难，助推企业在逆势中反
弹、在趋冷中回暖、在下滑中攀升。2015
年 8月份新的市领导班子成立以来，相继
在晋煤天庆、超威电源、天鹅型材等企业
召开现场办公会，全力为项目解难题、为
企业谋后劲，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赢
得了企业信任，坚定了客商的投资信心，
从而商定了总投资 50亿元的产业后续延
伸项目，在这些龙头企业的有力带动作用
下，集聚区产业集群效应逐步凸显。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夯实集聚载体

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结构合理的产
业群，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叫得响的品牌，
是区域经济最具竞争力的部分。沁阳市

产业集聚区力争做到“铺天盖地”与“顶
天立地”并重，集中力量着力培育壮大能
源化工和有色金属深加工两大产业集
群，以“千亿产业园”为目标，努力打造产
业“航母”。能源化工产业方面，紧紧围
绕石化、煤化、盐化的“三化”融合发展，按
照“园区化、清洁化、多联产”的发展思路，
科学谋划、精准对接，着力将沁阳打造成
为现代精细化工产业示范基地。目前，
年产 5亿立方米工业燃气优化技改、年产
2万吨氟化氢铵、年产 20万吨二甲醚等项
目于 2015 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并成功引
进了乌洛托品、化工中间体、硝基氯苯、
药肥等项目，积极谋划储备了煤制烯烃、
煤制天然气及环氧氯丙烷、双酚 A、聚碳
酸酯等精细化工项目。同时，紧紧依托
超威电池发展新型环保动力电池，成功
引进了投资 15 亿元的电源研究院、汽车
启动电池和汽车用电池塑壳项目，储备
谋划了汽车动力电池、大容量储能电池、
再生铅、电动物流汽车等项目，力争“十
三五”期间投资超 70亿元，将沁阳打造成
为全国知名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有
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方面，紧紧抓住电
解铝产业向西部转移、精深加工向中部
转移的机遇，充分发挥沁阳紧贴目标市
场、产业配套基础好、能源价格低等优势，
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企业，相继引进了广
东兴发10万吨高档铝型材、河南中能年产
5万吨铝合金棒、焦作万都年产 30万吨节
能环保型预焙阳极、天鹅型材年产10万吨
新型节能高档铝型材等项目，把电解铝就
地转化为铝型材，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终端
产品的延伸，产业链条越来越完善。下一
步，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将积极支持广东兴
发、天鹅铝材快速发展，并依托铝精深加
工及永威防火家居，着力打造铝精深加工
和高档家装产业基地。

昊华宇航公司昊华宇航公司

新增 59 个品种，仅有约 9 种生态林和用材林树种

林木选育需回归“生态本色”
□本报记者 杜 君

本报通讯员 高福玲

严打非法制售注射用
透明质酸钠行为

王老汉的
“飞机餐厅”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内
黄县马上乡七里井村，王兰群

（左一）在给参观者介绍自己制
造的“客机”。今年61岁的王兰
群是一位农民，从小对机械感
兴趣。他家开了一个餐馆，为
了吸引更多顾客，便有了制作

“飞机餐厅”的打算。他投资 15
万多元，买来制作飞机的钢材
原料，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架酷
似波音 737 的“大型客机”已经
初步成型，再经过后期的完善
和装修，“飞机餐厅”就能投入
使用。⑤3 刘肖坤 摄

2015年“全国先进
会计工作者”评出
我省一人获奖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河南城建学院合作

共建省建设行业
大数据研究中心

我省评出
十优电子商务平台

孟州：10万农民网上受益

■当农产品遇上互联网

桐柏：八成农企牵手电商

元旦假期，栾川追梦谷一条小山沟内由于低温天气，水流不停的山谷
小溪悄然成冰，形成美丽的冰挂奇观，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观赏游玩。⑤4

曾宪平 摄

本报讯（记者杨 凌）2015 年 12 月 29 日，记者
从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牵头申
报的 2015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宇通双源快充纯
电动公交客车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已通过科技部
可行性论证、课题评审及预算评审，获批立项，正
式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并开始实施。这是宇通
客车继“面向新型商业模式的电动汽车技术攻关
及示范”等“863 计划”项目后，再次牵头承担国家
级项目，彰显了其在新能源客车业内领先的技术
实力。

据了解，双源纯电动公交客车具有低噪声、零
排放、可利用现有线网设施充电、采购和使用成本
低等优点，能够较好地满足城市公交市场对环保
及运营的综合需求。③9

宇通双源纯电动公交
客车项目获批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