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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国挺 郭海方）
5 月 17 日是第十四届中国（漯河）食
品博览会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不
少市民走进展馆，在食博会的“一带
一路”专区久久驻足：印度的棕榈
油、马来西亚的白咖啡、越南的热带
水果干……众多异域特产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规划 50个展位组成“一带一路”
专区，供马来西亚、越南、印度、泰国、
韩国等 1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25家企业参会参展，本届食博
会在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方
面分外用心。

近年来，漯河市对外贸易逆势增
长，其中非洲成为该市第一大出口市
场。为此，第十四届中国（漯河）食品

博览会首次专门召开走进非洲对接
会，来自马达加斯加、贝宁、几内亚、马
其顿、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等国的驻
华大使，中非友好经贸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及代表们，与漯河市食品、医疗、
发制品、工艺品等多个行业的代表，就
加强中非贸易合作深入交流，成为食
博会面向国际办会招商的又一重要标
志。

据介绍，本次共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百家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知名品牌企业云
集漯河，食博会国际化特征愈加明
显。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梁蓉认
为，今年的食博会在国际化对接、行业
影响力等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走在
了我国食品行业展会前列。③6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陈
栋梁）5月 17日，在世界电信和信息化
社会日到来之际，安阳市大数据云计
算中心“工业云”正式上线。

“工业云”是在云计算模式下对工
业企业提供软件服务，使工业企业的
社会资源实现共享化。此次上线的

“工业云”作为安阳市大数据云计算中
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安阳建设
的重点项目，同时也是提升企业信息
化水平、促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有效
措施。

安阳市的“工业云”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工业云资源模块、企业管理模块、
生产制造模块、供需服务平台等四大
模块。“工业云”为企业信息化提供云

主机、云存储等租赁服务，还为企业提
供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
等先进设计工具，成为企业解决人、
财、物、事高效管理的综合信息化办公
平台，帮助企业提高工作效率、满足信
息化建设需求，助力企业由传统制造
向智能制造转型。

据悉，安阳市在去年仅用 5个月
时间就建成规模、安全级别、运算速
度都居全国地级城市前列的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安阳市工信委负责人
表示，“工业云”平台将结合企业的现
实需求，整合各方优质资源，进一步
完善平台功能，打造“工业云”生态体
系，为企业提供更快捷、更高效的服
务。③11

设立“一带一路”展区 首开走进非洲对接会

漯河食博会秀出国际范儿

安阳:“工业云”正式上线

□本报记者 陈慧

核桃油、茶油、牡丹籽油……有
“血液营养素”、“植物脑黄金”之称的
木本食用油，因为供给量小、价格偏
高、认知度低，一直难以走进普通百姓
的厨房。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能会使这
种局面得到改观。

树上“长”油
为粮油系上“安全带”

“这是我省首次全面系统部署木
本油料产业发展。一系列利好消息，
意味着这一产业将迎来春天。”5月17
日，省林业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温保
良说。

在我省，核桃、油用牡丹、油茶、杜
仲、花椒、元宝枫等树种广泛分布，都是
会长“油”的树，它们的果实、种子叫木
本油料，榨出来的油就是木本食用油。

长期以来，河南人的厨房一直被
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草本食用油
占领，大多数人对本土的木本食用油
所知甚少，反倒对进口的橄榄油情有
独钟。

近年来，我国国产食用植物油产
量不足国民消费量的40%，对进口食
用油依存度明显上升。木本粮油不与
粮争地，可以为国家粮油安全系上一
道“安全带”。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光增
云介绍说：“我省大多数山地、丘陵地

区以及黄淮平原沙地都适合核桃、油
用牡丹的种植，大别山区更适宜油茶
的种植，推广种植木本油料林，不占耕
地，还能同时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助推农民脱贫致富。”

价高量少
木本油难进寻常百姓家

木本食用油有“血液营养素”、“植
物脑黄金”之称，茶油、核桃油、牡丹籽
油的不饱和脂肪酸都超过90%，并且
亚油酸和亚麻酸含量高，可有效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认识到木本食用油的营养价值。
但种植面积小、产量低，导致木本食用
油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让消费者望
而却步。

我省现有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仅
12.84 万亩，牡丹籽油的年产量不足
1000 吨。“现在一斤牡丹籽油超过
1000元，商场超市根本卖不动。”洛阳
一城花事牡丹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建理说，牡丹籽油目前还没有大
规模推广，大多作为原材料卖出，也有
公司在朋友圈小范围销售。

相比起来，油茶、核桃种植在我省
起步较早，但 2015年，我省茶油产量
也只有4894吨。记者了解到，市场上
茶油一斤差不多卖到 100元左右，价
格也不够亲民。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目前木本油
料种植总面积400.04万亩。《意见》提
出，力争到2020年，全省建成40个核

桃、油用牡丹、油茶等木本油料重点
县，木本油料种植面积达到800万亩，
年产木本食用油6万吨以上。

破解难题
木本油可望放下“身段”

木本食用油量少价高的背后，是
种植、仓储、加工、销售整个产业链上
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木本油料从种植到丰产一般需要5
至10年的时间，周期较长，投入较大。
商城县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焕友算了一笔账：“租地、整地、种苗、
栽植、管理，一亩油茶从种下到挂果要
投入3000元以上，前5年是没有收入
的，虽然政府也有补贴，但杯水车薪。”

除了“缺钱”，处于起步阶段的河
南木本油料产业，还存在诸如种苗良
种率低、种植管理粗放、缺乏龙头企
业、精深加工和副产品开发能力不足
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次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意
见》，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积极回应。
《意见》提出的解决措施包括统筹各级
各类投资，加大对木本油料产业发展
的投资力度，奖励木本油料生产示范
县，重点支持木本油料产业化集群建
设以及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示范、新品
种研发等。

随着我省木本油料产业的成长、
供给能力的加大，本土的核桃油、牡丹
籽油、茶油可望逐渐放下“身段”，更多
地进入寻常百姓家。②8

我省推出支持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举措

“植物脑黄金”有望价亲民

本报讯（记者 谭勇）我省新建住
宅电力设施建管有“法”可依。记者5
月 17日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国
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联合印发《河南省
城镇新建住宅项目电力设施建设和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我省城镇
新建住宅项目电力设施可通过市场定
价方式建设，也可以委托供电企业组
织建设，确保新建住宅项目和电力设
施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投
入使用。

对新建小区而言，居民更关注住
宅电力设施建设用电容量配备的基本
标准。《办法》明确规定，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基本配置容量
每户 6 千瓦；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以
上、12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基本配置
容量每户 8千瓦；建筑面积 120平方

米以上、16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基本
配置容量每户10千瓦；建筑面积16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基本配置容量每
户12千瓦；超200平方米以上按实际
需求配置容量。考虑到我省新能源汽
车的快速发展，《办法》中还首次明确
小区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按每个车位
7千瓦设置。

“前几年，各地部分小区房地产开
发商以‘临时基建用电’糊弄业主，因
商品住宅小区电力设施不达标而引发
的经济纠纷及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多
发，主要原因在于住宅项目供电配套
设施建设与运营维护相分离。”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新
印发的《办法》明确规定住宅项目电力
设施建设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
划，一并审查批准，可以通过招标选择

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物资供应，也
可以委托供电企业组织新建住宅项目
电力设施建设。

针对住宅小区电力设施后期的维
护管理，《办法》提出，新建住宅项目电
力设施建成投运后，可由产权单位自
行维护管理，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维护管理。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
的，供电企业负责抄表、收费、维护、服
务“四到户”。

“一户一表四到户明确了供用电
责任，保证供配电设施的日常维护，居
民不用再负担线路的维护管理费用及
线路变压器损耗，维护了广大居民的
用电权益，减轻了居民负担，也为日益
增长的城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用电
需求提供了保障。”河南天和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平说。②12

我省新建住宅电力设施建管有“法”可依

居民不再负担线路维护费

□丁新伟

《2015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显

示：截至去年 12月底，全省互联网用户

总数达 6626.9 万户，居全国第五位；网

民人数达 7355 万人，手机网民达 6877

万 人 ，占 比 达 93.5%；互 联 网 普 及 率

77.9%，较上年提升 12.6%；网民互联网

应用更加多样，商务交易类和网络金

融类应用发展迅猛，整体渗透率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政务微博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据5月 17日《河南日
报》）

几个简单的大数据，不但让我们

“建设网络经济大省”的美好预期再度

攀升，更在强烈提醒：是时候动手打造

河南本土的互联网巨头了。

“互联网+”深入人心，虚拟经济风

行水上，在于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社

会的基本操作系统，使得以新理念、新

业态、新模式为体征的网络经济“君临

天下”。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一个国家

和地区要赢得新优势、拓展新空间，必

须在网络经济领域开疆拓土。近些年

借助和阿里、腾讯、百度等国内互联网

“巨鳄”的战略合作，我省网络经济成

就喜人，强劲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数量庞大的网民，飞速发展的现

代物流业，正在崛起的“金融豫军”，实

力凸显的“河南智造”……蕴含着巨大

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网络

经济可谓河南的新比较优势。然而，

本土互联网大企业的“空白”，无形中

加大了我省网络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

度，稀释着互联网带来的河南“红利”，

有碍核心竞争力的培固。

加快“建设网络经济大省”，必须

在最短时间内填补这个“空白”。尽管

目前国内互联网业格局是几家“大佬”

分天下，然而技术至上的互联网特质，

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后来居上——锐

意改革自然群贤毕至，核心技术接踵

而来。

“互联网+”未知大于已知。以《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建

设实施方案》为契机，打造本土互联网

巨头，“网络经济大省”建设如虎添翼，

发展优势不断厚植。1

呼唤河南的互联网巨头

宝丰县赵庄镇袁庄村
是全国文明村。从 2007
年以来，村党支部采取“统
一规划、统一施工”的办
法，稳步推进新农村建
设。今年，这里的新农村
建设已完成 5 期工程，近
一半农户乔迁新居。村里
还建成了养老中心，免费
为130多名孤寡老人提供
新的生活空间。

袁庄村越来越美，村
民的老宅基地逐步还耕，
老村逐年缩小，农民的日
子越过越甜蜜……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美丽新家园

三种油料树种主要分布地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目前木本油料

种植总面积达400.04万亩。

到2020年，
全省力争建成 40 个核桃、油用牡
丹、油茶等木本油料重点县，木本

油料种植面积达到800万亩，年

产木本食用油6万吨以上。

核桃

三门峡、洛阳、
南阳、郑州、安
阳及济源等地。

油用牡丹

洛阳、信阳、驻
马店、南阳等
地。

油茶

信阳、南阳等
地，其中新县、
商城县和光山
县被确定为全
国发展油茶重
点县。

视觉新闻

上图 新村房子盖得很漂亮。
左图 5月16日，85岁的岳进财老两

口在养老中心生活得很幸福。
右图 老宅基地还耕，老村逐步缩小。

制图/张焱莉

5月17日，三门峡供电公司110
千伏原店变综合改造和大修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综合改造后，将
大大提高附近新建小区和村庄的配
网输送能力。⑤3 张斌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 5月 16
日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安全
河南创建2016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明确我省今年将深化13
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旨在有效避免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好转。

《行动计划》明确，深化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煤矿、道路交通、建筑
施工、消防、非煤矿山、尾矿库、油气
输送管道、城镇燃气、冶金等工贸领
域，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加强各类产业集聚区、
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领域的
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非传统高危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避免重特大
事故，实现事故总量继续下降、较大
事故数继续下降、死亡人数继续减
少、重特大事故得到遏制四项年度目
标，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好转。

《行动计划》要求，推进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落实做到七个强化，即强化
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强化重大隐患挂
牌督办，强化较大事故挂牌督办，强
化安全生产问题集中地区重点管理，
强化对失职渎职领导干部的责任追
究，强化安全生产与纪检、监察、检察

部门联动，强化安全生产实绩档案应
用。其中，针对因工作不力发生一次
死亡 10人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火灾、
交通事故的地方和单位，提请省综治
部门列为省重点管理对象，并通报全
省。重点管理期限为 6个月，重点管
理期内有关县(市、区)不能获得综合
性奖励，其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及相关责任领导不得提拔和调动。
针对因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
的煤矿、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
故，大型政治、文化、商贸、体育活动
或其他群众性活动中死亡 5 人以上
的安全事故，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
火灾事故，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交
通事故)的地方和单位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其他相关领导及具体责任
人，提请省综治部门采取通报、约谈、
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免职等方式进行责任追
究。

《行动计划》还提出，在抓好基层
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安全生产监管信
息化、应急救援能力、服务型执法机
关等四项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安
全社区创建工作，力争 2016 年安全
和 谐 村 镇 (社 区)创 建 率 达 60% 以
上。③6

《安全河南创建2016年行动计划》发布

专项整治13个重点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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