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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冯张
伟）9月 19日，对郑州市205家企业授
信的 42家债权银行在郑州共同签署
《债权人委员会协议》。这是继今年3
月河南银行业在全国率先推进债权人
委员会制度以来，这一工作再次取得的
重要进展，涉及上述企业1亿元至3亿
元规模的贷款余额共计800余亿元。

据河南银监局局长王泽平介绍，
今年前 8个月，在债权人委员会的推
动下，全省银行业对 535家企业中的
优质企业持续进行帮扶，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加516.46亿元；通过表内外各
种渠道，支持困难企业资金达 634.09
亿元；通过帮扶，使7家企业恢复正常
还本付息。在此过程中，各债权银行
行动一致，达到了稳定预期、稳定信

贷、稳定支持的目的，债委会初步发挥
了增贷、稳贷的作用。

“本次 42家债权银行集体签约，
标志着全省1亿元至 3亿元债委会组
建工作全面启动。”河南银监局副局长
张春介绍，据统计，全省符合标准的企
业共计770户、贷款余额达1994.49亿
元，占对公贷款余额的 9.25%。这批
企业的债委会组建后，加上之前已组
建的 535家企业，组建债委会企业的
贷款合计占全省银行业对公贷款的比
例已接近55%。

“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在我省的积
极推进，不仅构建了银行竞争新秩序、
银企合作新关系，真正帮扶企业摆脱
了经营困境，亦让信贷风险得到了有
序缓释。”张春说。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18日
下午，澳大利亚原产的102.07吨绵羊
皮在郑州海关申报进口。受益于中澳
自贸协定，进口企业郑州日威贸易有
限公司凭澳大利亚原产地签发机构签
发的原产地证书享受税款减让2.26万
元人民币。至此，河南企业受惠中澳
自贸协定进口货值达 2.03亿元，税款
优惠672.15万元。

据悉，为帮助企业用足用好中澳
自贸协定，郑州海关提前分析预判，主
动从海关视角分析自贸协定实施对河
南省外贸影响情况；通过政策宣讲会、
企业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开展中澳自贸

协定宣传讲解；在确保严格执行原产地
审核等要求的前提下，优化通关单证提
交手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间；对进口活
牛、牛羊肉等鲜活类重点货物配套采取
预归类、原产地补充申报、提前报关、货
到放行、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
施，保证进口鲜活货物快速通关。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截至 9
月18日，郑州海关已累计受理中澳自
贸协定项下进口受惠货物 781票，同
期受惠票数超过中国东盟自贸区、中
国新西兰自贸协定、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等，居17个已实施优惠贸
易协定首位。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9月19日
从省卫计委获悉，我省近日出台《关于深
入推进医药购销领域专项治理规范医
疗设备捐赠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医疗机构接受医疗设备捐赠作
出明确规定，所有医疗机构现行使用的
捐赠、投放、借用检查检验设备，均要重
新挂网公开进行试剂、耗材招标采购，禁
止定向招标，避免“钓鱼式捐赠”。

《通知》明确指出，医疗设备允许
合法捐赠，但务必禁止以捐赠、投放、
借用检查检验设备的名义规避试剂、
耗材招标采购，形成垄断事实，即医疗
机构可以接受捐赠，但禁止与本单位
采购物品（服务）挂钩；禁止以任何曲
线方式、任何名义定向采购，禁止合作
合资购买设备或设备入股等方式，产
生变相行贿受贿行为。

根据国家卫计委下发《卫生计生
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
行）》的有关规定，《通知》明确，卫生计
生单位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签订
书面捐赠协议，并明确规定接受捐赠
不得与试剂、耗材招标采购挂钩，不得
涉嫌不正当竞争。同时，省卫计委要
求，全省卫生计生单位要立行立改，对
所有现行使用的捐赠、投放、借用检查
检验设备，均要重新挂网公开进行试
剂、耗材招标采购。

此外，省卫计委还公布了违规违
法 接 受 医 疗 设 备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
0371-85961282，邮 箱 ：hnwjwjfb@
126.com。另据了解，省卫计委将于
近期对医疗设备违规违法捐赠问题进
行全省专项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全省
通报，并抄送省纪委。③6

本报讯（记者 高超）9月 18日，在
全省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人防专业
队标准化训练实兵展演活动在我省10
个省辖市同时举行。

展演在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
安阳、新乡、南阳、商丘、信阳、济源等
10个省辖市同时举行。上午10时整，
在省人防办指挥所大厅，随着指挥长一
声令下，全省人防专业队应急演练正式
开始。同时，在指挥中心显示大屏上循
环直播各省辖市实兵演练情况。

“高炮分队在作业区组织对空警戒
值班；特种救援分队持仪器对抢险作业

区进行漏电、有毒气体检测；探地雷达小
组对被毁人防工程口部及内部空间进
行探测……”首先开始演练的是郑州市
工程抢险抢修专业队实训展演，记者看
到，各个分队、小组协同配合，迅速完成
所部承担的实训任务。其他省辖市分
会场侧重进行了类型不同的实兵展演。

省人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组
织人防专业队标准化试训是今年全省
人防系统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提高防
空袭斗争能力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
训练实现规范化、一体化、实战化、常
态化的要求。③7

我省开展人防专业队实兵展演

□本报记者 丁新科 王文齐

国家对我省自贸区建设的总体要
求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
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
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9月 19日，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
究院院长耿明斋接受采访时表示，河
南自贸区的建设要围绕国家赋予河南
的定位，突出河南特色，在现代立体交
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上下功夫。

耿明斋认为，河南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的建设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加快“米”字形高铁建设，同时和高铁

配套的设施如动车运用所的建设同样
要加强，由此增加省内交通枢纽首发
车辆的车次；立体交通换乘体系、空地
对接体系的建设要科学、人性化，推动
航空、地铁、城轨、市内公共交通线路
的无缝对接。此外，还要开拓更多的
货运航线，郑州航空货运全年货运量
预计将突破50万吨，应吸引更多的货
运航空公司落地。

在通关的便利化方面，河南应提
升通关的效率，这需要海关、检验检
疫、税收等部门以便利化为目标推进。

自贸区离不开市场主体，耿明斋指
出，河南自贸区应培育、吸引大的平台
公司入驻，尤其是整合全产业链的平台

公司，一方面对接物流、电子商务企业，
一方面对接通关、检验等部门。

此外，自贸区应从战略上加大枢纽
体系建设，河南坚持空铁国际国内双枢
纽建设。卢森堡、汉堡、华沙等地已成
为河南重要的海外货源集散地，未来欧
洲更多城市将加入，这是中欧班列（郑
州）和郑州航空货运得到迅速发展的一
个重要经验。河南应吸引更多的企业
参与枢纽体系建设，设立海外仓库。

在与周边地区乃至海外通道联运
上，耿明斋指出，河南自贸区应加强与
东亚地区等海外通道的对接。中欧班
列（郑州）的货源现在就有日韩等国的
货源，他们看中的是我们的便利通关和
成本优势。下一步河南自贸区还应加强
与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关中—天
水经济区的对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
汇集更多的市场要素到河南自贸区，从
而使我们的特色更加突显。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9 月 18日，
记者从省地质学会了解到，河南省地质
调查院高级工程师张哨波获全国第二届
金罗盘奖。

金罗盘奖是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国土
资源部相关部门设立的奖项，从2014年
开始评选，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100
人。今年是第二届金罗盘奖评选，我省
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张哨波成为我省
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地质专家。

据介绍，张哨波自2001年以来，一
直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先后
参与西藏当雄县铜铅锌多金属矿评价、
铅锌银矿矿产资源调查，以及念青唐古
拉山地区铜铅锌银矿资源调查等3个项
目，陆续提交6处矿产地和1个大型矿产
地，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19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公
安机关组织开展了“净网利剑”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
前，共破获各类涉网违法犯罪案件1900
起，抓获涉嫌违法犯罪人员2386人。

当日，省公安厅通报了6起网络违法
犯罪典型案例。其中，焦作警方重拳打
击一起“黑客”攻击网站的案件尤为典
型。2015年6月26日，焦作市某重点网
站遭到“黑客”攻击，3小时内被植入7万
余条不良信息、2万余条“暗链”，警方查
明，该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网络赌博、网
络诈骗犯罪团伙，焦作警方于2015年11
月将涉案的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
案。此外，济源警方捣毁一个倒卖个人
信息窝点的案件也引人关注。2016年5
月，济源警方接到有网民在网上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的举报线索，经调查发现，犯
罪嫌疑人刘某利用某银行管理漏洞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征信报告，并通过互联网
大肆进行售卖，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0人。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全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挂牌督办一批跨省、市的重大网络犯
罪案件，努力推动“净网利剑”专项行动
向纵深发展，全面清理整治网上各类违
法有害信息，有效净化网络环境。③6

□本报记者 陈慧

今年8月，“第一书记”陈召起到上
蔡县五龙镇高白玉村驻村已满一年。

刚来时，他甚至没找到村委会的牌
子在哪儿。因为长期不使用，村委大院
被一个预制板厂当成了工地，偌大的院
落里杂草丛生，几近废弃。

高白玉村有8个自然村，3081口
人，是省扶贫开发重点村，村民的收入
主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农闲时节和其
他空心村一样冷清，大家很少到村委大
院来，荒废在所难免。

一年来，在陈召起所在单位省人民
医院和驻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高白玉
村争取项目资金1000多万元，多个项
目落地，上演了一场“变形记”。

省人民医院拨出一笔经费整修了
村委大院。大院焕然一新，村里的会议
和活动逐渐多了起来，老百姓有了依
靠，找到了主心骨，村庄的发展方向随
着大院里传来的讨论声而渐渐清晰。

帮扶绝不是单纯地给钱给物，要让

乡亲拥有致富能力和精气神，扶贫扶
志，扶贫扶智。陈召起诚恳地对村两委
班子成员说：“我是来推车的，你们是拉
套的，发展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多方调研后，陈召起和村两委班子
制定了精准扶贫攻坚计划，并带领班子
成员和村民代表先后6次赴南阳、荥阳
及上蔡周边考察核桃立体种植、葡萄生
态种植和农民合作社，想方设法引导村
民搞特色立体种植养殖，提高土地收益
率。目前，村里已经成立了3个合作社，
村支书带头尝试核桃立体种植，30户村
民计划养羊或种花生……

沉寂多时的高白玉村开始有了生
气，有了活力。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还
是千方百计发展村集体经济，给高白玉
村继续造血。五龙镇红薯的名头很响，
陈召起和村两委班子计划打造一个红
薯深加工企业，生产粉条、薯条等附加
值高的产品，增加村民收入。

不久前，上蔡县委组织部召集30
余名村民代表对高白玉村一年的扶贫
工作进行评议。会上，大家纷纷夸奖：

“陈书记真心为咱老百姓办事，看看这
一年村里变化有多大就知道了。”

83岁的张莲英老太太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大窟窿路修成了平整的水
泥路，路两旁都种上了树，走几步就能
看到新买的垃圾桶，幼儿园的娃娃有了
新教室，街心游园正在紧张施工。到了
晚上，37盏太阳能路灯就会如约亮起，
照亮高白玉村。

老太太还不知道，村里新建生产井
64眼、生产桥49座，整治坑塘1200多
平方米，修建下水道3100余米……

要干的事还有很多。48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要稳定脱贫、调整种植结构迫
在眉睫、红薯加工项目列入日程……我
省要在2019年年底完成脱贫任务，作
为“驻马店市扶贫开发示范村项目”，高
白玉村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
使，正在争分夺秒往前冲。③3

驻村第一书记，被赋予打通各级

党政机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使

命，是河南这个农业大省脱贫攻坚战

役中精锐的生力军。

省委副书记邓凯曾寄语第一书

记：努力成为熟悉情况的村里人，成为

推动发展的领路人，成为群众认可的

贴心人，成为村委班子的带头人，切实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

数。

每 天 一 睁 眼 ，就 有 干 不 完 的 活

儿。陈召起是我省众多驻村第一书记

的缩影，身在精准扶贫第一线的他们，

如何给河南乡村造血，值得更深入的

观察。③3

河南自贸区建设专家访谈

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再获重要进展

42家银行签约帮扶豫企

我省企业受惠中澳自贸协定
税款优惠达672万元

我省出台意见规范医疗设备捐赠

医疗设备要避免“钓鱼式捐赠”

围绕现代交通物流做文章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谈我省自贸区建设

我省找矿专家
获金罗盘奖

全省破获涉网
违法案件1900起

高白玉村“变形记”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图① 9月 18日，潢川县桃林铺镇
苏营村的农民在收割水稻。秋收时
节，该县 94 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
期。⑨6 王铮 胡敬超 摄

图② 9月 18日，武陟县西街农民
在晾晒收获的玉米。眼下，武陟县49万
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农民
将收获的玉米晾晒、编挂在自家庭院和
屋檐下，构成一幅美丽的农家“晒秋
图”。⑨7 冯小敏 陈继红 摄

图③ 9月 19日，宁陵县城郊乡四
门庄村果农在梨园采摘酥梨。金秋时
节，该县2万多亩酥梨进入成熟期，果农
们忙着采摘、外销，梨园到处呈现一片繁
忙的丰收景象。⑨6 徐华新 摄

记者感言

秋收的喜悦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孙
璐瑶）9月 19日，记者获悉，在漯河举
行的全省交通运输治超工作现场会强
调，要全力推进治超新政和整治货车
违法超限超载专项行动的有效实施，
努力消除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及
农村公路的超限超载行为。

据介绍，国家有关部门最新修订
的《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统一了
车辆超限超载执法认定标准，将六轴
及以上车辆重量限值由 55吨统一调
为49吨，实现了车辆管理与生产标准
相统一、交通运输部门与公安部门执
法标准相统一。会议强调，要有效落

实统一的超限超载执法标准，建立分
工协作的交通公安联合执法机制。
在治超执法工作中，无论是在固定治
超站还是流动治超站点，拦车职责由
公安交警部门行使，交通运输执法人
员不得上路拦车。各级交通运输执
法机构在路面治超工作中一律不再
罚款，主要承担超限超载货物的检测
和卸货。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可以按
照相关规定，对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
处罚。

会议透露，自9月21日起，全面禁
止“双排车”上路通行。自2018年7月
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
行。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不得拦车罚款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