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一块8分地的
水稻田，过去人工插秧需要10个小时，如
今实施水稻直播，像种小麦一样种水稻，5
分钟就播种完毕。这是记者6月4日在罗
山县子路镇朱湾村看到的场景。

在现场指导的省农科院粮作所水稻
室主任尹海庆研究员说，作为机械化水稻
种植方式，省农科院已在全省设立了 20
个示范点进行试验。目前全省直播水稻
的面积已超过160万亩。

水稻是我省第三大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超过 1000万亩。但是，目前水稻生产
从育苗到移栽，生产程序复杂，劳动强度
大。水稻直播则解决了这一问题，简化了
程序，降低了劳动强度。去年，我省在豫
南和沿黄地区的开封、原阳、濮阳等地都
示范推广了水稻直播。

尹海庆说，直播技术不是代替机械化
插秧，而是与机械化插秧相并的水稻生产
形式之一。如今我省正加快培育水稻直
播新品种。未来，随着品种的突破，直播
水稻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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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三夏生产开
始以来，我省接连出现阴雨天气，对夏
粮收获造成严重影响。6月 7日，记者
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 7日 17时，全省
已收获小麦面积 6013万亩。省农机局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

预报，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切实组织
好农业机械，全力以赴开展抢收抢种。

当前，豫南地区三夏生产基本结
束。截至 6月 7日 17时，全省已收获小
麦面积6013万亩，机收面积5919万亩，
机收率 98%，当日出动收割机 11万台。

驻马店、信阳、平顶山、漯河、许昌五市麦
收接近尾声。周口麦收已过八成，商丘、
郑州、洛阳、开封麦收六成左右。豫中北
部各地则任务较重。

通知要求，要着力组织人员深入麦
收一线，随时掌握机收市场动态，为机

械调度提供依据。积极与周边地区联
系，加大引机力度，稳定机收市场。根
据小麦成熟情况，抢抓晴好天气，科学
合理调度机械轮班作业，做到“人歇机
不停”，成熟一亩、抢收一亩，加快抢收
抢种进度。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7日，省环保厅发布我省流域水污
染防治规划2015年考核结果的公告，公布了各省辖市和省直管
县（市）的考核结果。

18个省辖市中，考核结果为好的有：安阳、南阳、开封、驻
马店、洛阳、濮阳、商丘、三门峡、周口、信阳、济源、许昌等 12
市；考核结果为较好的是焦作市；考核结果为一般的有：平顶
山、新乡、鹤壁、郑州等4市；考核结果为差的是漯河市。10个
省直管县（市）得分均在80分以上，考核结果全部为好。

公告明确提出：对考核结果为差的漯河市，自公告之日起，
省环保厅暂停漯河市全行政区所有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
（民生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直至漯河市通过年
度水污染防治工作考核。漯河市及各县（区）环保部门应同步暂
停审批。漯河市政府在30天内向省政府作出书面报告，提出限
期整改措施，同时将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整改情
况进行跟踪问效，整改不到位将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
任，对懒政怠政者予以问责。

公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省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水质
达标率为82.8%；766个《规划》项目中，已完成（含调试）638个，
占总数的83.3%；在建83个，占总数的10.8%；前期13个，占总
数的1.7%；未启动32个，占总数的4.2%。总体满足2015年度
考核要求。

公告同时指出，虽然我省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水环境问题依旧突出，水环境质量亟须改善：淮河流域
水环境改善现状仍有差距，海河流域水质依然较差，总磷污染问
题日益凸显；个别地方对水污染防治工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与上年相比考核成绩明显变差；部分地方规划项目进展缓慢，涉
水企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③4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人无信不立，对企业来说，更是“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6月6日，河南地税研发
的信用信息查询系统上线，全省所有A、B
级（信用等级较高企业）纳税人的信用信
息、基础信息、信用级别及重大涉税案件都
能轻松查询。

珍惜信用避免严重失信
6月 6日一大早，全国财经媒体不约

而同刊发的一条消息让人大跌眼镜：苹果
中国子公司被公示为严重失信企业，原因
为2014年应交增值税、应付职工薪酬、商
品销售额数据存在较大差错。

这个消息，也给我省许多企业敲了一
记“警钟”。随着社会信用意识的普及，信
用结果的广泛应用，信用级别成为纳税人
手中越来越闪亮的“名片”，而失信行为则
可能给企业带来各种有形无形的损失。

“使用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网站或微信
公众平台的涉税查询功能,我们能随时查
询自己企业的信用信息，根据指标扣分情
况，及时查找自身不足、自我改进；和其他
企业进行经营往来时，也能查询对方的信
用等级，并作为合作与否的参考指标。”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
对记者说。

“企业的纳税信用也将在投融资、招
投标、取得土地供应等经营环节起到关键
作用。”河南省地税局局长智勐说。

纳税信用可“变现”银行贷款
实体经济景气不高的大背景下，贷款

融资难是让很多中小企业主犯愁的一个

大问题。但如果你有良好的纳税信用，这
都不是事儿。

河南地税联合中国银行等6家银行，
为信用等级较高的纳税人提供“税易贷”、

“纳税信用贷”等税银合作服务。企业凭
借纳税信用级别获得优惠信用贷款，无需
提供任何抵押、担保。截至目前，全省已

经有5900户守信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用
贷款16亿元。

“此举将大大提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
效率，使它们获得更快发展。”河南大学哲
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兴茂评价说。

信用太低乘飞机高铁也受限
另一方面，“失信”行为，也会让企业

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河南地税201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工

作今年4月刚结束，按照纳税人的表现，分
为A、B、C、D四个级别，其中，A、B级为信
用较高级别，D级为信用较低级别，D级纳
税人有1.58万户，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失
信惩戒。

据悉，纳税信用等级被确定为D级的
纳税人，将在出口退税审核、纳税评估等
方面受到严格审核监督，违法处罚幅度
将高于其他纳税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等，将被限制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比如限
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
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
位等。

更为严重的是，税务机关还会将其名
单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
标、政府采购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②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6日，省保
监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农业保险经办
机构，有效发挥农业保险作用，积极做好
理赔工作，切实保障农户利益。

近日，我省多地出现大风、大雨、冰雹
等灾害性天气，部分地区形成灾害。此次
灾情来势猛，正值小麦收割关键时点，三
门峡、许昌、周口、新乡、郑州和洛阳等地
均有灾情报告，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
成较大损失。

省保监局要求，各农业保险承办机构
要迅速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理赔

工作领导小组，要按照“主动、迅速、准确、
合理”的要求提供保险理赔服务，要坚持
重合同、守信用，严禁拖赔、惜赔和无理拒
赔等损害参保农户利益的行为。

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要保持报案电话
畅通，及时了解并记录农户报案情况，指导
受灾农户及时索赔；要积极组织查勘定损
工作，规范定损行为；要妥善处理理赔纠
纷，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要提高理赔效
率,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可以预付赔款；
要加强与气象和农业等部门沟通，配合基
层政府做好防灾减损工作。③4

省保监局要求农业保险经办机构

做好农险理赔 保障农户利益

三夏 进行时 我省去年“治水”
考核结果公布全省已收获小麦面积6013万亩

河南地税信用信息查询系统上线

纳税信用“一键秒查”

6月4日，孟州市河阳街道四联村一块麦田里，农民抓紧时间抢收小麦。⑨2
张泽斌 摄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黎旗 李富强
“听了检察官和两位律师的解释，

俺心里的疑虑全部打消了，再也不给
你们添麻烦了。”日前，淮滨县检察院
借助第三方参与机制，轻松解开了付
大爷心中的疙瘩。

付大爷是淮滨县王家岗乡村民，
之前一直通过在网上发帖、给县领导
发短信等方式，反映淮滨县检察院对
任某涉嫌犯罪未能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虽然该院多次组织办案部门人员
向付大爷释法说理，但付大爷仍不相
信，依然到处上访。

像付大爷一样，因对办案部门的
不信任以及对法律法规理解不到位而
产生的信访积案并非个案。为有效破
解这一瓶颈问题，2014年，该院探索
涉检信访“2+工作法”，制定出台了《关
于第三方参与、监督涉检信访工作实

施办法》。“2”即检察机关和信访当事
人，“+”是由第三方中立人士参与监督
涉检信访案件矛盾的化解。

据悉，该院第三方信访咨询专家
库由22名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
师,心理咨询师等各界专业技术人才
组成，他们根据案件情况接受信访人
自主选择，为信访人提供专业的法律
指导以及心理疏导咨询。

“实行第三方介入机制，可借助第
三方中立且专业的身份特点，突破由
检察机关单方接访，申诉人被动接受
的传统模式，形成公开、公正、公信的
接访新机制。‘2+工作法’，既赢得了群
众的信任，也有利于促进检务公开和
外部监督。”该院检察长陈晓东说。

截至目前，该院已利用“2+工作
法”成功办理涉检信访案件8件，收到
并答复第三方人员合理性建议19件，
较好地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淮滨县检察院：“2+工作法”化解涉检信访矛盾
受有关单位委托，许昌亚太产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拟对许昌祥中气体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实施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许昌祥中气体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许

昌县电业局制氧厂)，位于许昌县瑞贝卡大
道东段，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经营
范围：氧气的生产、销售；乙炔、二氧化碳、
氮气、氩气的销售；无缝钢瓶的检验。现有
在职职工33人，其中正式员工17人，临时
员工16人。企业占用土地约7087.94平方
米（无土地使用证）；房屋建筑面积 1282.5
平方米（无房产证）。生产机器设备完整。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此次转让标的为许昌祥中气体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包括转让标的企业全部
的资产产权、债权和债务（详见：中同华评
报字[2016]第23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
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已经转让标的企业职
工大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已经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批准（豫电法[2015]712号）。

四、转让标的评估、审计、核准情况及
转让起始价

转让标的企业的资产已经北京中同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和瑞华会计事务所
审计（《资产审计报告书》瑞华长春专审字
[2016]24010144号）。

截至2016年 4月30日，企业评估总价
值826.87万元，企业负债875.12万元，净资
产为-48.25万元，该评估结果已报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审核、备案。

转让起始价为550万元。
五、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竞买人应是财务状况良好、商业

信誉较高的境内独立企业法人（须提供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
人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须提供身份证）。

（二）在提交受让申请的同时，应向许
昌县招标投标交易管理中心保证金专户缴
纳人民币100万元的受让产权信誉保证金
(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交易费
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不成功，五个工作日
内无息退回),并领股权转让交易资料。

（三）意向受让方需要作出的四项承诺：
1.成交后与16名临时职工签订一年以

上的劳动使用合同。
2. 承 担 原 企 业 的 所 有 债 权 、债 务

（388.12万元）以及企业改制遗留问题。
3.成交后5日内交齐成交价款。
4.因本次转让发生需要向国家机关缴纳

的税费，由转让方、受让方依法各自承担。
六、挂牌期限、报名地点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即 2016年 6月 8日至 2016年 7月 6日
下午4:00。

报名地点：许昌县招标投标交易管理
中心4092室,电话：0374-5113089。

七、转让方式
若在上述挂牌期限内征集到符合条件

的两个（含两个）以上意向受让方后，将采
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若不足两人的，将
进行第二轮公告征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许昌市新兴路东段路南
联系电话：0374-8328582

15617211611
详情见交易机构网站：

http://www.xcpmh.com
九、监督电话
国网河南许昌县供电公司监察审计部：

0374-5773238
许昌县招标投标交易管理中心：

0374-5113080
工商监督电话：0374-2598557

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6年6月8日

许昌祥中气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
（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
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诊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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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银行信贷
信息

行业评价
信息

媒体评价
信息

企业运营
信息

市场反馈
信息

D级纳税人1.58万户

占参评户数的7.38%

纳税信用作为企业经营行为的重要指标，是企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信用信息分六大类

河南地税201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工作

A级纳税人1.62万户

占参评户数的7.58%
B级纳税人8.86万户

占参评户数的41.41%

C级纳税人9.34万户

占参评户数的43.63%

制图/单莉伟

不育苗 不插秧 水稻种植方式新变革

全省直播水稻面积超160万亩 （上接第一版）空中地下管道贯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使用
的是全智能装备，生产过程全部实行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控制。

在一片远离机器轰鸣的安静区域，静静地矗立着一座办公
楼，门前并排挂着几块牌子：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乳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就在这样一个寻常所在，造就了一项项不平常：
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

新产品、重大专项等100多个技术创新项目。8项新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3项技术填补了世界空白。拥有21项专利，15
项发明专利，18个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是乳酸国家
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

“金丹能有今天这个局面，也是被逼出来的。是持之以恒的
创新精神成就了金丹的今天。”金丹董事长张鹏说。

从“小作坊”到“行业巨头”
谁能想到，如今的“行业巨头”，曾经也只是一个“小作坊”。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各地满怀憧憬纷纷涉足乳

酸这一新兴产业。
“当时，全国乳酸企业有83家，河南就占23家。”金丹技术

总监王然明介绍，金丹也于这个时候成立，年产只有300吨。此
时，西方国家乳酸生产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由于起步晚，生产设备、技术工艺简陋得很。“水泥池子进行
结晶，生产的乳酸黑得和酱油似的。”

由于技术落后，质量低端，加之经营不善，在残酷的市场搏
杀中，国内乳酸企业大多昙花一现，纷纷倒闭。

转折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的张鹏
临危受命。面对企业困局，分析行业特点，“产品质量是关键，科
技创新是命脉。”

很快，金丹靠科技创新重整旗鼓，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
家、省、市科技进步奖相继加身。市场一反颓势，金丹脱颖而出，
扛起国内乳酸行业的大旗，并开始挺进国际市场。

领跑者的脚步不停息
此时，一道门槛硬生生挡住了中国乳酸行业崛起的步伐。
老一代 DL-乳酸因为不能被人体完全吸收，应用领域单

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新一代L-乳酸能被人体完全吸收，市场
潜力巨大，而技术却被西方牢牢控制，并借以打压金丹。

“金丹如果攻克不了L-乳酸技术，我就引咎辞职！”天生好
强的张鹏代表金丹立下了“军令状”。

一言九鼎，啃下L-乳酸这块硬骨头，成了金丹人的一项历
史使命。1993年立项，40多人的科研团队，15年攻关，4800多
次数据总结……2009年，金丹自主研发的L-乳酸产业化关键
技术成功投入生产。

金丹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为中国企业赢得了尊严。
这一重大科技成果于201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的金丹，每隔几个月，便有一项新技术、新产品问世，产
品已发展至3大系列40多个品种，被广泛用于20多个行业领域，
年产量12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60%，国际市场占有率20%。

据介绍，由乳酸合成的聚乳酸，能取代石油基塑料、纤维等，
用于日用品、服饰、包装、农用塑料薄膜，可消除对威胁人类生存
环境的“白色污染”，有着万亿级的产业商机，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改善人类生活，做世界乳酸的领跑者”是金丹厂区随处可
见的标语。张鹏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愿景。”5

做世界乳酸行业的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