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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温小娟）10 月 18 日，
2016中国开封第34届菊花文化节市情说明项目推
介签约仪式在开封市举行。

据统计，当日共签订101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
为 815.5亿元，项目涉及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产
业、现代服务、文化旅游、农业、基础设施、电子商务
等领域。与会客商表示，菊花文化节为企业和政府
架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搭建了合作共赢的平台，促
进了有关企业与开封的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穿越10米低桩网，利用
避雷针攀爬到6层高的楼顶……10月18日，在郑州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训练场，省公安厅举行全省特警
系统综合体技能大比武，来自全省各地的120名特
警精英在此展开激烈角逐。

省公安厅根据特警队伍的工作实际，将体能、攀
滑、拓展等内容进行科学衔接，设定综合体技能课
目，通过训练，提高特警队员的耐力、速度、力量和心
理等方面的素质。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全省特警系统
举行综合体技能大比武，是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提
高特警队员实战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旨在全面
提升特警队员在关键时刻攻坚克难的能力，切实把
特警队伍打造成一支反恐处突的专业队、打击暴力
犯罪的突击队。③4

中国开封第 34 届菊花
文化节签约815.5亿元

全省特警系统举行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月18日，记者
从全省经济运行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初
步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8%，在全国经济总量大省中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这是我省连续 5个季度生
产总值保持在8%及以上的增速。

尽管面临国际经济复杂多变、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我省经
济运行仍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
势。这样的成绩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始
终把稳增长保态势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
之重。

经济增速回快

今年以来，不论是一季度还是上半
年，我省的经济增速都走在全国前面。“这
是我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结果，
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扩投资与促转型、防
风险与抓改革统一起来，积极效应正在逐
步显现。”有专家如是说。

“8%”增速传递的信号中，“三驾马
车”指标增速均比前期有所加快。预计前
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比
上半年回升0.4个百分点；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11.7%，比上半年提高0.2
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全省进出口回升态
势明显，其中 9 月当月进出口环比增长
58.1%。

经济结构持续改善

相比于传统的“三驾马车”，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河南经济，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氛围越来越浓，以新产品、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引导的新的增长
动力正在成长和走强。

服务业增长贡献率大幅提高。预计
前三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
高于全省生产总值增速 2 个百分点，对
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9.2%，继续成为全
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制造业中的高成长性制造业占比持
续提升。预计前三季度，全省高成长性
制造业增长10.1%，占全省工业的比重达
到 47.7%，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与之
相对应的传统支柱产业，产品结构持续
优化。

工业投资中，装备制造业投资预计增
长14.9%，明显高于一般制造业和高耗能
行业投资增速。

经济效益稳中有升

又一次，河南的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
发展同步。

河南经济与全国经济“底色”相同，工
业稳则经济稳。我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深化国企改革，工业
企业效益持续向好，预计前三季度增速比
去年全年、今年一季度、今年上半年都有
所回升。

有了工业经济的强劲支撑，财政收支
有所回升。预计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速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税
收收入增速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10
月18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郑州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口生鲜货物
3598.03 吨，增长 57.9%，货值突破亿元大
关，达到 1.18亿元，同比增长 60.1%。其中
以活黄鳝、活牛等为代表的活体动物进口量
最大，共计1838.7吨，占生鲜货物进口总货
量的51%；鲜水果进口量及品种数量增长最
为迅速，均增长1.1倍。随着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升，对境外优质生活消费品的需求逐渐
增加成为消费市场一大显著特点，生鲜货物
的进出口已成为郑州航空口岸国际货运业
务的新亮点。

同时，生鲜货物进口市场主体结构显著
变化，水海产品新增日本、加拿大、比利时、
泰国等国家，水果主要集中在智利、泰国等
国家，而今年新增的活体动物，如长颈鹿、羊
驼等，均来自南非、智利等南半球国家。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10
月 18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我省今年前
三季度进出口总值3011.9亿元，其中，出口
1734.9亿元，进口1277亿元。9月份，我省
进出口总值548.7亿元，同比增长10.5%，环
比增长58.1%，月度进出口值实现连续5个
月增长。受此影响，我省前三季度总进出口
值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降至2.6%，外贸企
稳回升态势愈加凸显。

从海关数据看，机电产品是我省主要进出
口商品，前三季度，我省出口机电产品总值
1211亿元，其中手机出口963.8亿元。作为我
省出口量最大的单一商品，手机出口的回暖是
我省月度进出口企稳回升的主要原因。郑州

海关预计，伴随着富士康手机出口的持续增
长，我省第四季度进出口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速，是我省
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长的另一助推器。数据
显示，第三季度，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764.6
亿元，增长7.2%，占同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25.4%。我省进出口值排名前20位的
企业中，有8家是民营企业，占比达到40%。

此外，前三季度，我省对部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明显，对阿联酋、俄罗斯、土
耳其等国出口分别增长80.3%、80%、70.7%。

从全省范围看，我省18个省辖市中，有
7个前三季度对外贸易呈增长态势，其中三
门峡、周口、驻马店增速较快。③3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10月 18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1至9月,全省财政
总收入 3512.6 亿元，同比增长 7.8%。财
政支出进度较快，重点及民生支出保障较
好。财政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
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的压力较大。

财政收入总体呈平稳增长态势，工业
相关税收增长持续乏力。1至 9月，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63.3亿元，同比增长
10.6%。地方税收收入1607.2亿元，同比
增长 9.7%；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68%，同比下降两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受全面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等
因素的影响。受市场需求疲弱、产能过
剩、工业产品价格较低等因素影响，工业
相关税收增长持续乏力。前三季度，全省

工业税收下降 5.6%，降幅比上年同期扩
大4.9个百分点。

财政支出进度较快，重点及民生支
出保障较好。1至 9月，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5779.4 亿 元 。 全 省 民 生 支 出
4367 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
点。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达到 75.6%，比上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

在民生支出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全省
公共安全、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支出
分别增长 28.6%、19.1%、21.1%、16.6%、
27.5%，节能环保、住房保障支出分别增长
30.8% 、32.6%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增 长
65.5%。其中，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和
环境卫生等支出同比增加252亿元。③7

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

前三季度生产总值预计增长8%

我省前三季度财政收支“盘家底儿”

民生支出占全省支出七成以上

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增长

生鲜货物进出口增长近六成

稳增长 保态势

□本报记者 陈辉

互联网已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
但要享受互联网时代的便捷，离不开
高品质的宽带接入作支撑。当你还在
为选装 100M 还是 200M 宽带犹豫
时，中国电信的千兆宽带产品已经上
市了，超快的网速体验，精彩的互联网
应用，丰富的套餐选择，让你畅爽体验
高品质网络生活。

9月 8日，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在
洛阳举办了河南首个千兆光纤宽带
示范小区授牌暨千兆光纤宽带产品
发布会。洛阳泉舜小区被授予“河南
省首个千兆光纤宽带示范小区”，这
是省内千兆宽带产品首次面向家庭
客户的规模商用，在国内也属前列，
标志着河南正式迈入“家庭千兆宽带
时代”，互联网基础能力达到全球一
流水平。

千兆宽带
速度快到停不下来

国庆节前，记者到洛阳采访，谈及
千兆宽带的体验，中国电信洛阳分公
司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形象的说法：

“用户使用带宽就像行驶在一条公路
上，带宽越大，相当于路面越宽。使用
1000M宽带，就像在十几条车道的高

速路上开车，车道多而且路况好，即使
车辆多，车照样跑得快，不用怕堵车。”

洛阳泉舜小区业主韩丛梅对此深
有体会，她家过去用的宽带是 20M，
速度上不来，今年电信公司陆续将其
升级到 100M、200M。9 月，小区开
通千兆宽带，她家宽带也顺势升级到
1000M。

“千兆宽带速度真是快，我们一家
三口人同时用也不影响，看电视玩游
戏都不卡。”韩丛梅说。电信千兆宽
带还有很多精彩的应用，她儿子用电
信提供的“翼校通”学习非常方便。

洛阳宝龙小区业主李映蓓家里也
用上了电信千兆宽带，她说，电信宽带
的套餐非常划算，电信的 IPTV 盒子
功能也很强大，回放功能特别适合年
轻人追剧，一集也不会落下。

千兆宽带，到底快到什么程度，中
国电信河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平
常20分钟才能下载完成的一部1G左
右的高清电影，用千兆宽带只需要 8
秒，15GB左右的大型网络游戏只需
要2分钟就能下载完成。

“最不可思议的是，电信宽带速
度提上去了，费用却没有增加，这一
点太实惠了。”电信用户翟女士说。
她一家三口每月人均仅需 47 元，可
免费使用 200M 光纤宽带，同时送 3
张卡，一家三口人可互拨 300分钟通

话。记者在洛阳采访时发现，宽带提
速降费方案实施后，用户普遍反映，
一样的价格，网速更快了，一样的带
宽，资费更低了！

千兆宽带
带来精彩家庭智能生活

千兆宽带不仅带来网速大提升，
更为家庭信息化、智能化生活奠定了
基础，无论高清视频通话、在线视频、
云教育、云存储以及实时VR互动体
验等都离不开千兆宽带的支撑。中国
电信河南公司千兆宽带采用华为公司
最新的千兆FTTH接入解决方案，具
备超高的接入速率，领先的设备性能，
可以满足大视频时代的室内有线和无
线的千兆连接体验。

同时，中国电信河南公司还携手
河南广电旗下的大象融媒，以及拥有
全国最大数字化节目内容媒体资源库
的内容提供商——华数传媒，共同为
全省用户奉上精彩的内容大餐。

据介绍，华数在线内容已达到20
万小时，相当于一个人 24 小时不间
断看电视，23年才能看完，这还不包
括每天不断更新的内容。此外，华数
与迪士尼、福克斯、派拉蒙等好莱坞6
大影视公司长期合作，与美国探索公
司共同运营 DISCOVERY 求索高清

频道，为用户提供全球优质海量的
影视剧、纪录片等内容。华数还通
过整合 4K 优质内容，打造 4K 产业
链，不仅可以获取源自索尼等影视
巨头制作的原生 4K 电影，同时还能
体验到演唱会直播、综艺网剧等内
容，大大弥补国内市场 4K 内容资源
匮乏的窘境。

一条电信光纤宽带接入家中，一
个4K智能电信电视盒子，一台4K电
视，便可以在家中享受真正的 4K 超
高清影视乐趣。电信电视是以高品
质的光纤宽带为基础，搭配智能 4K
机顶盒，其节目内容依托电信光纤宽
带接入实时数据传播，拥有 100多个
电视直播频道，海量影视点播，还有
高清4K电影，具有直播、点播、时移、
回看等特色互动功能。惊喜的是，凡
是电信 50M 以上带宽的用户，都可
免费享有电信电视功能的特权。

千兆宽带，再加上4K电信电视，
将使家庭用户体验达到前所未有的新
高度，想不震撼都不行。记者一行亲
身体验了4K电信电视，屏幕上的每一
个画面、每一个特写都十分清晰，甚至
花草根茎上的一根根绒毛都真实地呈
现在眼前；可以轻松时移，高清视频快
进后退到哪里都不用等待；错过了想
看的直播节目，3 天以内都可以回
看。记者了解到，现在我省已有越来

越多的家庭享受到电信电视带来的高
品质服务。

提速降费
助力河南“互联网+”建设

作为全球有线宽带网络规模最
大、用户最多的运营商，中国电信多
年来一直专注宽带品质提升。中国
电信河南公司积极推进提速降费，
已经率先在洛阳提供 200M 光纤宽
带服务，洛阳电信用户由此迈入极
速光纤新时代，畅享信息时代的美
好生活。

2014 年 10月，洛阳市入选全国
首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2015年3
月洛阳电信率先推出 100M宽带，同
年10月率先在全区建成“全光网络”；
2016年 6月又率先推出 200M宽带；
截至目前，洛阳市 200M电信宽带用
户普及率全省第一！2016 年 9月中
国电信河南公司在洛阳又率先推出千
兆光纤宽带。

截至2016年 8月底，洛阳电信宽
带用户已达到30余万户，宽带用户份
额 23.7%。20M—50M 宽带用户占
比达68.8%，100M及以上宽带用户占
比达 31.2%，高宽带用户占比在全省
遥遥领先。

洛阳分公司取得的成绩是中国电

信在河南发展的一个缩影。从 2014
年底开始，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在“宽带
中国”和“互联网＋”战略的引领下，围
绕“宽带中原”建设目标，全面启动光
纤宽带升级工作，加快网络升级提速，
扩大光网覆盖，建成了千万级光网端
口的接入能力。

2015 年 12 月，中国电信河南公
司率先完成 ADSL 用户光纤改造项
目，建成“全光网络省”。2016 年 7
月，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全面开展“宽带
倍增计划”，全网用户免费提速至
20M以上，最高提速至200M，预计今
年底全省电信宽带100M用户占比可
达50%。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部署千兆网
络，既是响应“提速降费”的重要举
措，又是全面助力河南“互联网+”建
设的重要支撑，引领千兆宽带的应用
从“娱乐型、消费型”向“垂直行业应
用、社会民生服务”等领域不断渗透，
为河南互联网、电子商务、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应用新产业提供强
力网络支撑。通过“互联网+政务、交
通、商业、金融、医疗、物流、工业制
造”等行业应用的实施，促进“互联
网+”建设的全面开展，为河南建设先
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现代农业大省和网络经济大省提供
坚实的网络保障。

中国电信千兆宽带，提速河南智慧家庭生活

5779.4亿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至9月

4367亿元
全省民生支出

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75.6%
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比上年同期

提高1.8个百分点

城乡社区 住房保障 节能环保 公共安全 医疗卫生 科技 教育 社保

民生支出重点领域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率65.5%

32.6% 30.8% 28.6% 27.5%
21.1% 19.1% 16.6%

制图/党瑶

进出口

10月 17日，商丘豫商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工人正在调试码垛机器人。该公司自主研
发设计的工业机器人系列产品，出口伊朗、土耳其、
埃及等国家。⑨7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视觉新闻

10月 15日,由河南省委网信办组织的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路上奔小康”河南网络媒
体“走转改”采访活动圆满结束。参与活动的39位
记者沿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的信阳、驻马店、南阳、
平顶山、洛阳和三门峡6个地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采访。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