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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农民工返乡
创业之星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7 月 13
日，全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会议透露，
近年来，我省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力量
得到明显加强，全省已有 1985个乡
镇设立了食品药品监管站（所），占全
部乡镇的81.9%。

自去年5月以来，我省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农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工作，要求每个省辖市选择至少2个
以上的县作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管理工作试点。

会议明确提出，各地必须全面开
展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
理工作的具体实施和落实，主要在县

级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乡镇食品药
品监管站（所）的监管力量。全面推行
农村集体聚餐申报备案指导制度，引
导聚餐活动举办者事前主动申报，做
好备案登记、风险告知、签订食品安全
承诺书等工作，明确聚餐活动的举办
者和承办者对食品安全负责。

会议要求，相关食品安全管理机
构要重点检查厨师备案登记情况、加
工现场环境卫生、原料采购等关键环
节。原则上，集体聚餐人数200至500
人的，由所在乡镇（街道）食品安全管理
机构派食品安全协管员进行现场指
导；就餐人数在500人以上（含500人）
的，由所在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派监督员进行现场指导。③6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7月13
日从省林业厅获悉，我省有5家林业
企业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林业重点龙
头企业，加上首批入选的5家，我省国
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增至10家。

据介绍，我省推荐并获认定的 5
家林业企业分别是河南省艾迪嘉家
具有限公司、夏邑县永震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河南景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漯河青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被认定的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将
会得到更多政策扶持。

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于推动
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省共有355家省级林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省林业厅林业产
业发展中心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省
将重点培育一批木本油料及林业电
子商务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示范作用，推动全省林业产业化集群
建设。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3日，
我省首批精准扶贫创业担保贷款在洛
阳市新安县曹村乡黄北岭村发放。省
人社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
行为该村40户村民发放我省首批精
准扶贫创业担保贷款354万元，每户
金额2万元至10万元不等。

根据我省出台的转移就业脱贫
实施方案，要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力度，带动更多人就业脱贫。为落实
有关部署，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在计划全年投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

于60亿元的基础上，在全省53个贫
困县所在的省辖市确定一个贫困县
作为创业就业扶贫重点县，通过促进
贫困地区劳动力创业就业，增强贫困
地区“造血”能力。

以黄北岭村为试点，我省逐步开
展以创业担保贷款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据介绍，该村将依托养殖合作
社，统一建设牛（羊）圈，实行规模化
经营、集约化管理。贫困户用发放的
担保贷款入股合作社，并实行5户联
保，由合作社为每户设立一个账户，
统一监管、统一销售、统一还贷。③5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本报通讯员 田春雨

一位靠养蛋鸡起步的农民，呕
心沥血 20多年，建起河南国际畜
牧机械产业园，吸引多家国际知名
畜牧机械企业签约入驻。公司产
品畅销全国20余省市，出口30多
个国家，一跃成为国内畜牧机械制
造产业“领跑者”。

他就是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阿祥。出生于西
平县二郎乡的周阿祥，1989年开始
在老家饲养蛋鸡。从卖鸡蛋到养
鸡，再到钻研制作鸡笼，周阿祥一步
步迈进畜牧机械制造行业。随后，
周阿祥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和升级改

造，由原来单一生产鸡笼发展到多
品种综合性自动化养殖设备制造，
企业很快步入发展快车道。

周阿祥还采取公司出一半学
费的办法，鼓励员工攻读名牌大学
MBA。他和技术人员先后完成多
项先进设备的开发研制，有 30多
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公司一
跃成为全国最大、功能最全、技术
最先进的畜禽养殖设备生产企业。

2011 年，周阿祥开始在西平
县产业集聚区建设河南国际畜牧
机械产业园。眼下，总投资 50亿
元、占地500亩的产业园已形成规
模，并成功引进多家国际知名企业
入驻。去年 10月，他的公司成为
国内同行业首家上市企业。③6

□本报记者 何可

从一名工厂质检员，到省电
缆协会副会长；从返乡创业大军
中的一员， 到创办高新技术企
业……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曹明举用创业激情不断开辟
着全新的人生境界。

1966年出生的曹明举是巩义
市后泉沟村人，他当过机械厂工
人、电线厂销售员，在山西线缆市
场小有名气。2007 年，曹明举决
心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为家乡发
展作出贡献。投资2200万元在家
乡建设的“人民电缆”，经过9年发
展，现已成为一家以特种电线电缆
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

年生产电线电缆能力 150多万千
米，年产值达50亿元，成为全国线
缆重点企业。

7月 8日上午，记者来到巩义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民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看到的是一处占地 3.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电缆厂。曹明
举打开检验室的门，向记者一一介
绍每台检验设备和所检验的项
目。“每一批电缆都要经过这些检
验程序，哪一关有问题就不能出
厂。”曹明举说。

该企业每年出资 100 多万元
用于支持公益事业，累计捐款约
1000 万元。企业共有 360 名员
工，其中，吸纳了来自周边各地的
农民工290名。③4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 7月 10日三版刊发《“绿色”
全装修时代踏步而来》一文后，引起许
多读者高度关注，他们在对即将到来
的商品住宅“全装修”时代充满期待的
同时，也对住房价格、装修质量、市场
监管等一系列问题表示忧虑。

调查：多数人期待拎包入住

7月 13日，记者在郑州市江山路
上一家刚刚开盘销售的住宅小区随
机采访了 20 名前来看房的市民，其
中 14名表示愿意选择全装修商品住
宅。

消费者韩宇峰表示，他和妻子都
是85后，平时工作忙，很愿意购买能够
拎包入住的商品房。

郑州市铭功路上一家小区已经开
售第三期全装修住宅。该小区11户接
受采访的全装修房业主中，仅有一户
因墙壁色彩的喜好不同更换了壁纸，
其他10户业主均未对已装修房屋进行
改动。

“对配套完备、基础良好的全装修
住宅，消费者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
的。近年来市场反馈的信息也表明了
这一点。”郑州市住宅与房产协会相关
负责人说，“不少开发商开始主动以全
装修商品房主打市场。”

忧虑：全装修能否“全称心”

尽管消费者对全装修商品住房十
分期待，但记者在采访中对30名消费
者进行调查，他们均对全装修房存有疑
惑。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对全装修
房从建筑到装修“一体化”后质量优劣
把关存在担忧；30%的消费者认为全装
修房会存在价格偏高的问题；近20%的
消费者认为全装修房的市场监管不够
明晰，担心存在猫腻；被采访的消费者

中绝大多数担心全装修缺乏“个性”。
“新建住宅执行成品房标准，开发

商进行全装修，成本增加，房价肯定会
上涨。”郑州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他们开发的精装修住宅在
统一采购统一安装的情况下，每平方
米装修成本价在 700元左右，比市场
价降低了近30%,“尽管全装修房要比
毛坯房价格高，但对于业主来说是划
算的，相当于‘团购’装修了。”

对于住房的“个性化”问题，业内
人士建议通过家具、布艺、绿植等各种

软装手段进行弥补。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成品住房研

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就
全装修房的设计规范和验收标准制定
细则，内容包括户型是否合理、材料物
品是否达标等多个方面。据悉，该设
计规范的初稿已经完成，有望年内颁
布实施，这将是一个强制性标准，对于
消费者而言，今后消费可以更放心。

探索：助推全装修走入百姓家

在已率先执行全装修房政策的郑
州市郑东新区，其房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由管委会牵头，房管、土
地、规划、税务等部门组织专门力量，
就全装修住宅的优惠政策、装修质量
标准、后期监管及惩戒措施等方面联
合研究出台指导意见，全面推进成品
住宅的建设，打造全省首个示范区。

同时该负责人也表示，好房子还需
要好政策的助推，如在政策方面鼓励和
支持精装修住宅的销售，比如在精装房
销售定价中可以制定两套合同的模式，
一套为毛坯房合同，一套为装修合同，
在缴纳税费的标准上按毛坯房价格计
算，以减轻企业和购房者的税负。其次
加大惩戒力度，对出现的严重质量问
题，除了加大行政罚款、补偿额度外，甚
至可以降低或吊销企业资质，给购房者
一个相对放心的卖方市场。②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 月 11
日，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即日起至9
月底，全省公安机关打响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黄标车、
老旧车和渣土车专项治理百日行动。

按照省政府要求，省公安厅将在
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黄标车限行、禁行
工作，加大路检路查力度。同时，加大
对冒黑烟车辆的排查管控力度，重点紧
盯大型柴油运输车和公交车，对属于违
法拼装车辆以及达到强制注销条件的
车辆现场予以扣押，并强制报废拆解。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
严把黄标车、老旧车拆解报废关，对于
车主送来或被查缉收缴的已淘汰黄标
车、老旧车，一律逐车建立台账后监督
报废。此外，加大对机动车回收企业
拆解机动车监督管理力度，坚决杜绝
回收的报废汽车及其主要部件流向市
场；加大对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监管力
度，督促二手车交易企业严查交易车
辆有关证件，防止报废汽车通过二手
车交易流入社会。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根据环保
部要求，自今年 12月 1日起，所有制
造、进口和销售的农用机械不得装用
不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第三、四阶段）》规定的第三阶段（即国
三）要求的柴油机。7月 11日记者获
悉，农机龙头企业中国一拖主动响应
国家环保政策，在国内率先推广国三
农机，其生产的东方红国三拖拉机在
2015年 10月批量上市，今年 1~5月
累计实现销售16500余台。

根据测算，国三柴油机相比国二
柴油机，排放污染物有较大幅度减少，
同样功率运行下碳氢化合物、氮氧化
物排放量减少了 21%~42%，颗粒物
排放量减少了25%~40%。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 200万台
左右非道路用柴油机，在每年超过 1
亿吨的柴油消耗总量中，约有20%用
于各类非道路移动机械。这些非道路
移动机械是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重要
排放源，初步估算每年约排放氮氧化
物200万吨以上。由于当前我国非道
路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还比较
落后，相对于排放控制较为严格的汽
车而言，具有更大减排潜力。③4

本报讯（记者 杨凌）设立24小
时举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9月底
前区内所有建筑工地安装远程视频
和 PM10监控设备，并与郑州市联
网……7月 12日，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举行全区动员大会，以
多项有力举措打响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

航空港区确定的目标是——
2016年底，实现 PM10降到 139微
克/立方米以下，PM2.5 降到 92 微

克/立方米以下，优良天数达到 190
天以上。

航空港区要求，由区扬尘办负
责督导各建筑工地管理做到“6 个
100%”，即施工现场封闭围挡率、进
出道路硬化率、渣土物料覆盖率、洒
水清扫保洁率、渣土物料密闭运输
率、出入车辆清洗率均达到 100%。
城市建成区内施工现场必须做到

“两个禁止”，即“禁止现场搅拌混凝
土、禁止现场配制砂浆”。即日起，

没有达到以上标准的施工工地，一
律停工整改。

航空港区将对全区405辆渣土
车的运营运输手续、防尘装置进行
逐一核查登记，并逐一安装GPS定
位系统。严禁“四证一卡”不全、密
闭装置不全的渣土车和物料运输车
上路运营。此外，所有建筑垃圾清
运车辆限时、限速行驶，防治重点区
域内晚 8点半至次日凌晨 6点不能
实施清运。③4

价格会否虚高 质量能否保证 监管谁来负责

全装修住宅如何让人“全称心”

一拖率先推行国三柴油机

大幅减少排放污染物

我省严把黄标车
拆解报废关

航空港区要远程视频监控建筑工地

市民渴望能直接住进绿色、环保、低碳的新型住宅。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7月 13日，在郑州市高新区贾庄棚
户区改造项目工地内，工人正在操作雾炮
机让工地地面变得潮湿，使空气中的灰尘
渐渐消散。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

7月13日，郑州市英协路一家烧烤店
的员工正在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置。该店
还使用环保燃气烧烤炉，有效减轻了因露
天烧烤油烟对环境的污染。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我省全面强化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监管

我省开展以创业担保贷款推进精准扶贫

增强贫困地区“造血”能力

我省5家企业入选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周阿祥：领跑畜牧机械制造

曹明举：用创业拓展人生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