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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霞

在刚刚结束的2016全国“双创”活
动周河南分会场上，中原科创风险投资
基金展板前吸引了众多的企业负责人。
10月25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成
立一年来，这只专注于初创小微科技企
业的风投基金表现抢眼。截至目前，该
基金共完成投资项目15个,所投项目又
吸引社会投资近7000万元，部分项目已
启动新三板挂牌、IPO辅导，有效实现了
财政设立基金的杠杆放大效应。

政府基金成绩亮眼

成立于去年10月的中原科创风险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由省财政厅、省
科技厅以及中原证券共同设立，基金
首期规模5亿元，其中财政资金2.5亿
元。与以往成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金有所不同，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
更多地支持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小微企
业，是我省真正意义上第一只政府引
导的天使投资基金。

成立一年来，中原科创风险投资
基金管理人中州基石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多渠道开拓项目源。除了采取多方
推荐、企业自荐等方式外，基金管理人
还通过筛选直接对接项目 600余家，
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了从项目申报、
选择到最后确定的全过程。获投的项
目最高拿到了2000万元的基金投资。

市场化运作 财政资金变基金

像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一样，
将财政性涉企资金由专业的基金管理
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则把握投
资方向、对委托运营机构实施绩效评
价，这是我省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
改革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财政性涉企资金的分
配主要是通过企业申请、政府主管部
门和专家委员会审批的方式进行。由
于申请企业多，政府和专家无法对所
有企业进行详细了解，造成资金投入
精准性不高，使用分散，且往往是一次
性单纯投入，无法实现杠杆放大效应，

更无法实现基金的循环滚动。
2015 年以来，我省按照“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专业管理、市场运作”的
原则，采取“直接变间接、无偿变有偿、
资金变基金”的方式，积极推进财政性
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截至目前，我省
共成立了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金、互
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等8只省级财政性
涉企资金改革基金，总规模达210.2亿
元，其中财政出资42.5亿元，直接带动
金融机构等社会投资167.7亿元。

“推行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
革，不仅是当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举
措，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财政治理
能力与效率的重要制度性创新。”省财
政厅厅长朱焕然说。

政府基金引导 多重效应显现

一年前，因为流动资金紧张，郑州
大河智信科技股份公司创办人、郑州
大学副教授赵华东博士手握订单焦虑
不已。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 2000

万元的投资不仅及时化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获投带来的变化更让赵博士惊
喜：社会资本很快跟投500万元；团队
和项目入选郑州市“1125聚才计划”，
获得配套资金1000万元……

像郑州大河智信科技股份公司一
样，一年来，受益于我省财政性涉企资金
基金化改革的高成长性公司、项目越来
越多。比如通过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
运作，目前多个获投项目吸引社会投资
近7000万元，部分企业已启动新三板挂
牌、IPO辅导。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
基金2015年度财政出资2.5亿元，目前
股权直投项目已实现新增银行贷款2.7
亿元，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超过1亿元。

作为延伸，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
化改革还采用了子基金方式。农业综
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财政投入 5000
万元，撬动管理公司追加投资6100万
元，共同成立子基金，有效放大了财政
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而先进制造
业集群培育基金也即将与4个省辖市
政府合作成立子基金，引导地方政府推
进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②9

□本报记者 李英华
本报通讯员 裴海金

“多亏银行给贷了5万元钱，我才
能建起这3个菌菇棚。卖了这茬香菇，
今年能收入四五万元，年底就能还清
贷款，明年就能脱贫了。”10月 24日，
卢氏县双槐树乡寺合院村村民赵军良
笑着给记者算收入账。大棚内，指头
大小的鲜香菇正在茁壮成长。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卢氏县共有
贫困户19645户、63134人，脱贫任务
艰巨。该县扶贫办副主任常睿说：“县
里引来金融活水，盘活了脱贫攻坚的
大棋局，金融扶贫成为助推脱贫攻坚
的一支‘生力军’。”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

让赵军良获益的是卢氏县农村商

业银行推出的扶贫贴息贷款。老赵原先
跑运输，由于出了车祸，手术花费十几
万元，他的家庭变成了贫困户。当地
有种植香菇的传统，他也想建菌菇棚，
可资金问题让他发愁。正在着急的时
候，县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进行入户调查，给他送来了

“及时雨”。
为充分发挥金融精准扶贫的作

用，在银行监管部门的督导下，该县
银行机构都成立了“金融扶贫服务
部”，定期与县扶贫办、县金融办等相
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对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实行定向帮扶，并实行扶贫贷
款利率优惠政策：农户或者涉农企业
贷款，其利率均低于非农贷款利率；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贷款利率则进
一步下调。像老赵一样有强烈脱贫
愿望、愿意吃苦干活、瞅准脱贫项目
的贫困户，均成为扶贫贴息贷的优先

客户。
扶贫贴息贷年利率为7.35%，其中

县政府承担 5%，贫困户承担 2.35%。
“利息每年只用还 1000多元，省下的
钱够买全家一年吃的米面。”老赵说。

金融活水浇灌产业之苗

双龙湾镇官木村多为山地，土地
成本低廉，气候环境适合走地鸡繁
殖。鉴于近年来绿壳蛋的市场需求旺
盛，该村与河南菜源公司合作，打算建
立“卢氏鸡”养殖基地，构建集肉鸡生
产、绿壳蛋产销、鸡粪有机肥加工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今年年初，该村成立
了养鸡专业合作社，吸纳38户贫困户

为社员。
美好的发展前景迫切需要资金支

持，县农商行及时向菜源公司发放贷
款2950万元，向合作社发放贷款60余
万元。有了金融活水，养鸡产业的“小
苗”迅速发展壮大。目前，这里已建起
10座现代化鸡舍，养起了4.5万多只土
鸡。有了在鸡舍打工的工资和合作社的
分红，38户贫困户今年有望实现脱贫。

“金融活水变输血为造血，既授人
以鱼，也授人以渔。”三门峡银监分局
局长蒋红华说，“卢氏县银行机构通过
公司或协会加贫困户的方式实行放
贷、成贷和还贷，让贫困户在发展生产
中得到收入、学到技术。贫困户在其
中也实现了自我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谭勇）10月 26日，
国务院安委会第五巡查组在郑州召
开我省重点行业领域部分企业负责
人座谈会，了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和
建议，并进行了工作问询。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煤矿、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品等 10个重点行业
领域的专项整治作为防范重特大事
故的有效手段，狠抓各项措施的落
实，深入推动安全生产。国务院安
委会第五巡查组先后听取了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阳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等煤矿、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
点行业领域16家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的汇报，并紧紧围绕巡查工作
任务和目的，采取问答形式，就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
了座谈交流。

国务院安委会第五巡查组充分
肯定了我省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在安
全生产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指出
了一些企业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巡
查组要求，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管理高标准、严
要求，牢固树立事故可防可控的安全
生产理念，把工作重心放在生产一
线，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切实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和防
范技能，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作
出应有的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0月 26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当天，
我省各地开始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实
现了省政府“10月底前所有市县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的要求。

省不动产登记局局长蔡辉说，我
省具有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资格的机
构共有 130 家，覆盖了全省所有市
县。由于一些市与所辖区合并发证，
所以全省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数量与
行政区总数并不一致。

今年 3 月 16 日，许昌县发出我
省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当天，省
政府在许昌市召开不动产统一登记
工作推进会，要求今年 10月底前全
省所有市县颁发不动产权证书，12

月底前完成登记资料移交和土地登
记资料整理工作。蔡辉说，所有市
县全部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
我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迈出了重
要一步。

据了解，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并
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将原来
分散的不动产权利登记统一起来，形
成统一的不动产权利登记体系。今
后，我省各地都具备了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的条件，原来的各类不动产证书
将停止发放，但老证不更换也一样拥
有法律效力。只有重新登记时，才会
换成新的统一格式的不动产权证
书。因此，大家没有必要“扎堆”更换
新证。③7

本报讯（记者 杨凌）作为郑汴融
城的中心区域，中牟县的未来发展受
人关注。记者10月 25日获悉，该县
近日对外公布了《中牟城市绿地系统
专项规划(2016～2030)》，确定将建
设郑汴中央湿地公园，打造省会的

“城市之肺”。
郑汴中央湿地公园位于绿博组

团弯月路以东、金水大道以南、官渡
组团以西、中牟县城以北，总面积为
25.8平方公里，起步区建设面积约为
2.8平方公里。其目标是建成国内一

流的生态休闲基地和中原城市群内
最大的生态涵养地，规划有公园绿地
3079.52 公顷，其中有综合公园 18
个、社区公园114个、专类公园16个。

作为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汴中央湿地公园
的建设将为其增添更多亮色。目前，
在该区域内，方特欢乐世界、建业·华
谊兄弟电影小镇、杉杉奥特莱斯等特
色项目已经建成或在建。在这些重
大项目的支撑下，郑州东部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③4

本报讯（记者 尚杰）10月 26日
是全国第19个环卫工人节。当天下
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
400多名环卫工人聚集在一起，在环
卫车障碍赛、扫地接力赛、乒乓球捡
拾赛、拔河比赛等趣味比赛中，热热
闹闹地过了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这次活动是由郑东新区市政园林
局联合郑新建投、兴东市政举办的。
活动当天，该区还对9名优秀班组长
和 100名优秀环卫工作者进行了表

彰，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发扬模范带头
作用，为环卫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郑东新区是全省率先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实现市政管养完全市场化
的区域。从 2014 年 7月开始，国有
公司郑新建投全面接管了郑东新区
的市政、绿化、水务等城市综合管养
业务。目前在环卫市政管养方面，公
司管养面积达到 1454万平方米，拥
有环卫人员 2.65 万余人、环卫车辆
300多辆。③7

财政资金变基金 撬动社会大资本

卢氏：脱贫引来金融活水

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召开
我省重点行业领域座谈会

我省全面颁发不动产证

郑汴中央湿地公园规划
展现迷人图景

郑东新区为环卫工人过节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10 月 25 日，游客在博爱县太
行山风景区里游玩。如今，这里层
林尽染，秋色绚烂，犹如一幅色彩
斑斓的画卷。人们徜徉其间，似在
仙境。⑨6

▲漫山红叶惹人醉
◀游客在欣赏美景

秋染太行漫山红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靳群伟

从郑州出发沿京港澳一路向南60
公里，就到了闻名全国的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
基地——长葛市大周省级产业集聚区。

紧邻郑州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
区，崛起于长葛市大周镇的产业集群，
埋名于乡野，奋进30年，2015年，晋级
为省级产业集聚区，也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我省实力最强的循环经济集群

行驶在横穿集聚区的黄金大道上，
只见马路两边布局着花园式的工厂，坐
落着实力超群的企业。集聚区随行人
员介绍，河南金汇、河南天宏、中贝管业
哪一个在行业内都是大名鼎鼎。

大周的实力也是令人称叹，2015
年，集聚区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主营业务
收入达到596亿元；今年上半年，集聚
区实现总产值 332 亿元，同比增长
15.8%，年底预计产值将达到700亿元。

完整的产业链条，优良的投资环
境，使大周集聚了各类经济实体100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9家，造就了

金汇牌不锈钢系列板材、中贝牌不锈钢
管材、金阳牌铝板带箔材、汇达牌胶印板
材、丰隆牌天花板、豪瑞牌天花板、华晨
牌天花铝板等一大批全国知名品牌。

三大基地鼎立中原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有色金属行
业纷纷减产的大背景下，大周产业集聚
区的企业却在加足马力，满负荷生产。

大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张建

周自信地说：“大周的产业崛起在‘废
品回收’的市场最前沿，成本意识在全
国无人能比，再加上我们先进的工艺
和装备，所以即使行业萧条，大周的产
业也是红红火火。”

走进河南金汇位于集聚区的厂
区，只见厂区内巨大的标语“发展循环
经济 构筑不锈产业 打造知名品牌”
熠熠生辉，这家崛起于大周当地的企
业年产值达 160亿元，是名副其实的
龙头企业。

在占地面积41.1万平方米的生产
线上，一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废旧不
锈钢材料，通过炼钢—热轧—冷轧—
除磷—压延等工艺，在生产线的另一端
就成了金光闪闪的不锈钢连铸坯和不
锈钢板材，年产100万吨不锈钢的产能
使金汇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金汇不但自己改制、壮大，而且引
进了广东、宁波等不锈钢加工企业入驻，
在河南天宏公司，数百米长的十八锟冷
轧机工艺先进，气势恢宏，他们生产的黑

色、金色、镀铜不锈钢板畅销海内外。
以近百家企业为依托，集聚区形

成了再生不锈钢、再生铝、再生铜三大
产业基地。年回收各种废旧金属360
万吨，加工利用各类废旧金属 260万
吨，其中再生不锈钢120万吨，再生铝
100 万吨，再生铜 30万吨，其他金属
10万吨，成为全国知名的再生不锈钢、
再生铝、再生铜产业基地。

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

储量再大的矿山，总有被挖尽的
一天。

而大周建设的循环经济集聚区，
目前已经被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命名
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成为一座永
不枯竭的“城市矿山”。

每年数以百万吨计的废弃金属，
在大周摇身一变，就成了金光闪闪的
贵重金属。国际上一致公认，“城市矿
山”要比天然形成的真正矿山更具开
发价值，而“大周模式”为全国探索出
一条道路。

大周现象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2015年4月以来，许昌市委、市政府提
出了建设“许昌·长葛中欧金属生态城”
的战略构想，并上报河南省委、省政府，
2016年 1月 10日，许昌市政府与德国
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建设

“许昌·长葛中欧金属生态城”上升为许
昌市重要发展战略。

未来的生态城规划面积 29平方
公里，双洎河万亩湿地公园环绕，中德
风情小镇跃上蓝图。整个集聚区“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林中有厂、厂在林
中”的花园式工厂将变成现实。

活力“大周”吹响千亿集群进军号角

河南天宏生产车间大周产业集聚区规划图

丰富的不锈钢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