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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海绵城市建设“施工表”出炉

聚焦七大领域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导读

04│特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5日，
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省政府
办公厅日前将本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印发各地，方案提出今年要全面完
成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建立地质灾害
隐患数据库，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体系，搬迁受威胁居民5000人。

方案指出，我省地质灾害防治区
域以豫西、豫西南和豫东南山地丘陵
区和黄土塬分布带为重点区域。重点
关注上述区域的水利、公路、铁路等重
要基础设施，学校、医院、集镇、旅游景
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在建工程、山区农
村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和小流域沟谷沟
口等重点区域。郑州、平顶山、鹤壁、
义马、永城等煤矿集中开采区要加强

采空区地面塌陷防范工作。
方案指出，每年 6月至 9月是我

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治期，尤以8月、9
月为重。非汛期日降水量在50毫米
以上或持续降水3天以上、过程降水
量大于 100 毫米，以及冰雪融化时
段，是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段。

方案要求，今年是“十三五”开局
之年，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省辖市、县
（市、区）要尽快完成本级地质灾害防
治“十三五”规划编制。要完成地质
灾害高易发区调查。继续开展博爱、
孟津、确山、方城、信阳平桥区等5县
（区）的地质灾害 1:5万详细调查工
作，实现地质灾害高易发区详细调查
工作全覆盖。③4

□本报记者 樊霞

目前，PPP项目在全国如火如荼地
推进，我省 PPP 项目发展也十分迅
猛。金融机构作为PPP模式的重要参
与方，为 PPP签约项目的落地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何争取金融机构的资金
支持，现有的 PPP模式又有哪些金融
配套措施，金融机构怎样支持我省PPP
项目的发展？就这些问题，本报特邀
省财政厅 PPP管理中心主任李新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基础设
施处主管处长崔军、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投行部总经理王淼、中国建设银行

河南省分行业务经理部高级经理赵鑫
共同解答。

记者：在 PPP 项目中，金融机构是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李新建：金融机构是PPP项目的重
要参与者。推行PPP模式是公共产品
供给方式的重大改革，在这种模式下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签订合同，建立长期的
伙伴关系，公共产品和服务由社会资本
方来提供。PPP模式下参与方包括政
府方、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和中介机
构，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是甲方和乙
方，中介机构能够提供咨询和顾问服
务，金融机构能够提供融资支持，这四

个方面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没有金
融机构的参与，PPP项目难以落地。

记者：目前我省主要有河南省 PPP

开发性基金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

基金支持 PPP 项目运作。PPP 管理中

心、中信银行和建设银行作为参与方，

你们是如何通过基金来支持 PPP 项目

的？是否有相应的金融配套措施？

李新建：我省 PPP开发性基金是
2015年 7月成立的，共融资 50亿元，
其中省财政出资10亿元，金融机构出
资40亿元。这个基金的用途有两个方
面，一个是有偿资本支持，具体标准是
对 10亿元以上的项目基金投入 5000

万元，对10亿元以下的项目基金投入
2000 万元以内。第二是无偿技术援
助，主要应用于前期的费用补贴和奖
励。截至今年5月底，PPP开发基金已
经投入 11 个 PPP 项目，总计 4.87 亿
元，其中资本投入4.83亿元，技术援助
投入413万元。

第二个基金就是新型城镇化发展
基金。2014年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
厅联合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
拟联合出资3000亿元支持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2016年，为促进PPP项目尽
快落地，省财政厅整合现有政策，PPP
项目除了可以争取PPP开发性基金之
外，还可以争取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的
支持。截至目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
支持PPP项目5个，基金募集规模111
亿元，金融机构贷款108.25亿元。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月 5日
上午，省政协十一届十七次常委会议
在郑州召开，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主题专题议政。省政协主席
叶冬松，副主席史济春、靳绥东、梁
静、高体健、靳克文、钱国玉和秘书长
郭俊民出席会议。钱国玉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通过了省政协十一届
十七次常委会议议程。会议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谢伏瞻在传
达俞正声主席讲话精神时的讲话要
点，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精神，谢伏瞻书记在省政协机关
调研座谈时的讲话精神，全省脱贫攻

坚第一次推进会议精神。
11位同志围绕“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主题作大会发言。陈卫平
常委代表省民革提出，大力实施电商
扶贫，为我省精准扶贫注入新动力。
庞善起常委代表省民盟建议，积极探
索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加强贫困治
理，补齐小康短板。孔雪飞委员代表
省民建提出，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社发
展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激发贫困地
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朱彤晖常委代
表省民进提出，健全关爱服务体系，
确保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
求。安石柱常委代表省工商联建议，
加强指导、完善政策、搞好对接，鼓励
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
郭立魁委员代表省政协农业委员会
建议，（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勰）7月4日至5
日，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在
新乡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和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同志来河南调
研基层党建工作时的指示精神，分析
形势，交流经验，研究问题，进一步推
进我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夏杰出席会议并讲
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化认识、
抓好关键、强化责任，进一步提高农
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夏杰指出，抓好农村基层党建，

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夯
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解决当前农村
基层党建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切实
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农村基层党建实
践中。要深刻把握农村基层党建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深化认识、
凝聚共识，抓好基层、打好基础，充分
发挥先进群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
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保障。

夏杰要求，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
统一，（下转第二版）

我省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公布

建立数据库 搬迁五千人

省政协十一届十七次常委会议召开

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议政建言
叶冬松出席

夏杰在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上要求

深化认识 抓好关键 强化责任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PPP项目怎样找“钱”来落地？

PPP模式的河南探索·会客厅② （更详细的对话内
容，请扫二维码）

□本报记者 杨晓东

7月3日，位于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海能达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的领导和员工沉浸在一片喜悦之
中。数千里之外，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
洼地的“中国天眼”——世界上最大的单
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完成了最后一
块反射面板的吊装。

在这颗由4450块反射面板组成、
接近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天眼”上，海能
达生产的反射面板数量超过了三分之
一。公司生产副总监张治国自豪地说：

“我们是国内率先研发出反射面板的企
业，‘中国天眼’安装的第一块面板就是

我们的产品。”
一管足以窥豹。作为全国首批创

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在鹤壁，像海能
达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绝非一枝独秀，它
只是争芳斗艳的“百花园”中一个独具特
色的代表。在这“百花园”中，还有明星
企业中科曙光投资建设的河南第一个云
计算中心、行业巨头聆海装饰集团着力
打造的“美巢互联网+”这一家装新业
态、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农业高新技术研
发集聚区——农业硅谷产业园、国内汽
车电子行业领军企业航盛集团鹤壁产业
园以及被誉为“九个博士一盏灯”的国立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发展释放出巨大活力，也使鹤

壁这颗“豫北明珠”更加璀璨夺目。“鹤
壁市牢固树立和践行创新发展理念，提
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着力塑
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
该市市委书记范修芳说。

就在不久前，光纤通信50年高峰论
坛在鹤壁举行。论坛的承办单位仕佳光
子，仅用5年时间就掌握了光纤通信领
域的核心技术，并使自主研发的PLC光
分路器芯片占据全球 50%的市场份
额。如今，围绕仕佳光子这个“核芯”，鹤
壁市引进杰科新材料、上海标迪、深圳腾
天等多家配套企业，先后成立“河南省光
电子技术院士工作站”“光电子集成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6大技术

研发平台，拥有包括2名院士20多名博
士在内的科研团队，承担国家863项目
2项，研发的核心芯片获得 20多项专
利，使有“芯”的“中原光谷”初具规模。

创新发展正以燎原之势激发这座
城市的活力，目前鹤壁已与全国50所科
研院校、15家省级以上学会协会建立合
作关系，建成省级以上创新研发平台67
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1%。“十三
五”期间，鹤壁将努力形成每个产业都有
1家以上国家级科研院所或重点大学参
与合作共建的技术研究院，使创新真正
成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鹤壁，这座因鹤而得名的城市，已
经御“风”而起，振翅直上。③4

制造出“中国天眼”超过三分之一的反射面板

创新发展造就活力鹤壁

7月5日，
省委书记、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任 谢 伏 瞻
在 光 山 县 文
殊乡方洼村主
持 召 开 座谈
会,指导脱贫
攻坚和经济社
会发展。⑨2
本 报 记 者

董亮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4日至5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到信阳检查防汛救灾情况、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指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调研期间，谢伏瞻强调，要立足防
大汛、抢大险，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制，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脱
贫攻坚作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精
准施策、扎实推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
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统筹兼顾、多措并举，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连日来，豫南地区普降中到大雨，
信阳多地出现严重灾情。谢伏瞻十分
关心防汛救灾情况，4日下午，谢伏瞻
一行来到位于淮河干流上游的出山店
水库建设现场，仔细察看出山店水库
工程示意图和信阳市防洪工程图，详
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和防汛工作情
况。他指出，淮河流域是我省防汛工
作的重点，要充分预估汛情对工程建
设可能带来的影响，认真做好防汛工
作，确保工程参建人员和财产安全，确
保已建工程安全。

在现场听取信阳市防汛救灾工作
情况汇报后，他指出，当前全省已经进
入汛期，预计近期可能还有强降雨过
程，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预案，
及时疏散受灾严重地区居民，确保群
众生命安全；安置好受灾群众的生活，
保证他们吃住无忧；详细制定农作物
受灾的补救措施，及时补种秋粮作物，
使农民收入有保证；防止泥石流、滑坡
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提前勘测排查、着

力消除隐患。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
要各司其职，切实保障受灾地区电力
供应、联络通畅、道路通达。

浉河区董家河镇楼房村是山洪灾
害重点防治村，谢伏瞻首先察看了村
里的山洪灾害防御措施和责任落实情
况。随后他走进村委会，随机抽查贫
困户档案，向浉河区粮食局干部、驻村
第一书记王宏信询问贫困户家庭情
况、致贫原因、帮扶举措等。谢伏瞻
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要掌握每一户

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对没有劳动能
力和重病残疾的贫困户要实施兜底扶
贫，做到“两不愁三保障”。要调动村
干部的积极性，依托驻村帮扶单位支
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推进
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5日上午，谢伏瞻一行沿着山路，
来到光山县文殊乡诚信实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生态茶叶种植基地，走进茶
园察看油茶长势，了解产业帮扶情况，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找到产业发展和扶

贫的结合点，争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覆盖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随后，谢伏瞻来到文殊乡方洼村，
走进贫困户陈秀梅、上官林秀家中看望
慰问，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家庭收入
情况。在陈秀梅家中，得知两个孩子都
在上小学，谢伏瞻关切地询问孩子的学
习情况，鼓励他们要有信心有恒心，勤
奋学习，不断进步。他还叮嘱家长，孩子
是家庭的希望，要让他们吃得有营养、
健康成长、早日成才。（下转第二版）

谢伏瞻在信阳调研时指出

认真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02、03│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