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16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薛迎辉 逯彦萃 经济新闻│03

从种粮食到“种”手机，从筑牢
“国人粮仓”到发力制造业强省……
作为人口多、体量大的传统农业大
省，在一系列积极因素助推之下，河
南经济运行保持了“换挡”不减速的
稳中向好态势，而且随着内在结构的
优化调整，中原沃土已然长出“新
枝”，正在孕育又一场“蝶变”。

稳中向好暗藏“密码”
“栽桐引凤”育出新动能

拍照、制版、清水一冲，影像自动
显现，只用7分钟且无须化学显影，一
张美丽的照片便可随身带走……在乐
凯华光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旁，工
程师们利用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版材，
演示了高科技印刷的生动一幕。

这里是南阳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的
一角。近年来当地依托国家级新能源
高科技产业基地，立足已有的天冠生
态园、华光光电园，围绕新能源、新材
料主导产业把产业链纵向拉长、横向
拓宽，助推产业大集聚，辐射带动能力
不断增强。

河南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第五。河南省委政研室、工信委、商务
厅等部门的专题调研指出，进入新常
态后，全省经济运行“换挡”不减速，承
接产业转移形成的增量推动是一个主
要特征，堪称加快发展与转型升级的
主引擎。

2016 年全省前三季度生产总值
增长 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个
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
计增速8%，位居全国第七，前三季度
全省 CPI 上涨 1.9%。全省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企稳向好。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在
传统优势减弱、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
下，河南依托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
区位，同时叠加劳动力、市场等优势，
提早布局主动承接产业转移，蓄积、
培育了新的动能，成为保持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经济态势的重要‘密
码’。”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理事会副
会长杨建国说。

从 2010 年至今，河南省累计承
接转移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8287.9 亿
元，2099个承接项目建成投产，1497
个承接项目开工建设，承接转移项目
产值占全省产业集聚区总产值的
70%以上，培育形成百亿元以上的产
业集群 80 个、千亿元以上产业集群
15个。

既产粮食又“种”手机
高新制造助力调结构

浓烟滚滚，烈焰升腾，一台机器人
爬坡过坎进入火场开展侦查。紧随其
后，另外四台在消防人员的遥控指挥
下，分别奔向不同起火点进行喷水作
业……不久前，在中原油田举行的危

化品消防演练中，由中信重工生产的
消防机器人闪亮登场，精彩表现引得
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个不停。

作为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
装备制造商，位于河南洛阳的中信重
工近年来发力机器人制造，目前已形
成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产业化基
地。董事长俞章法介绍，仅2016年上
半年相关订单就已超过1000台，包括
消防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等。为扭转
供不应求局面，公司正谋划在徐州等
地布局新的基地。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表示，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河南向来给人印
象是“农”味较重，但在粮食连年丰收、
助力国人端牢“饭碗”的同时，近年来
全省经济结构已悄然发生诸多变化，
高端酷炫的机器人供不应求、全球每
6部新智能手机1部“郑州造”就是一
个缩影。

2016 年前三季度河南高成长性
制造业增长 10.1%，占全省工业比重
47.7%；高技术产业增长 13.7%，高于
全省工业 5.7%。而与 2010 年相比，
全省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比已从32%提升至52.6%。

除了工业内在结构的调整优化
外，“大三产”中的服务业发展也表现
不俗。前三季度该省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10.1%，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49.1%，其中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业投
资分别增长40.5%和115.7%。

内外并举双轮驱动
中原出彩书写新答卷

初冬时节，在河南民权县高新区
的十字路口，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
景：早晨上班，包裹严实、骑着各式电
动车的农民工鱼贯而过、川流不息；下
班时间，类似画面反方向再次上演。

2016 年前三季度河南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111.36万人，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61万人，均超额完成全年
任务。

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介绍，随着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加速，县城
建成区面积从“十一五”末的 13平方
公里拉大到37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也
从30.4%升至 42.6%。“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就业正从长距离‘候鸟式迁徙’变
成家门口‘钟摆式运动’，就是其中的
生动写照”。

除了立足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
河南还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等载体，努力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据悉，
2015 年该省进出口总额达到 738.4
亿美元，超过“十一五”时期的总和，
外贸依存度由2010年的 6.3%提高到
目前的12.4%。

（新华社郑州11月15日电）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为抢抓农
时搞好麦田管理，11月 14日，记者获
悉，经省小麦生产专家组讨论修改，省
农业厅近日下发《河南省2016年冬前
麦田管理技术意见》，要求全省各地切
实抓好冬前麦田管理各项工作，培育
冬前壮苗，保苗安全越冬，奠定明年夏
粮丰收基础。

目前全省麦播基本结束，麦播面
积继续稳定在 8000万亩以上。“我省
小麦生产形势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省农业厅种植业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因持续降雨，豫
南、豫东南部分麦田土壤湿度大，播期
推迟，不利于小麦形成冬前壮苗。部
分地块播后遇雨，出现缺苗断垄。由
于麦田土壤墒情好，杂草出土量大，草
害将偏重发生。

根据全省麦播基础和当前苗情，
《意见》提出，今年我省冬前麦田管理
要及早查苗补种、分类管理。对底肥
充足、生长正常、群体适宜的麦田，冬
前一般不再追肥浇水，只进行中耕划
锄，确保壮苗越冬。对播种偏早，群体
过大过旺的麦田，采取镇压或深中耕
等方式，控制地上部旺长，培育冬前壮
苗。对于地力较差、底肥施用不足的
弱苗麦田，应在冬前分蘖盛期适量施
肥。为确保关键措施落实到位，省农
业厅要求各级农业部门继续开展好

“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为农民
提供技术服务，同时要发挥好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
率先落实各项关键技术，示范带动群
众科学开展冬前管理，为明年夏粮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③3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方
德铸 范华丽）记者11月 15日从农发
行河南省分行获悉，在今年小麦不完
善粒超标的形势下，截至 10月末，该
行累计发放夏粮收购贷款 369亿元，
同比多发放 33 亿元；支持收购小麦
293 亿斤，同比多收购 15 亿斤。同
时，该行已筹措 70 亿元资金支持今
年秋粮收购，全力落实稻谷托市收购
政策。

面对夏粮收购异常复杂的形势，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主动作为，积极应
对，实行省市县三级行“一把手”责任

制，明确收购信贷政策，合理布局收
购库点，保证托市粮收购资金供应，
大力支持地方储备粮增储，有效解决
了超标粮食的“卖粮难”问题。农发
行河南省分行夏粮收购贷款投放量和
支持企业收购量分别占农发行的37%
和32%。

11月14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又
及时安排部署今年秋粮收购信贷工
作。据介绍，该行已筹措70亿元资金
支持秋粮收购，将继续坚持在不“打白
条”的前提下把防控风险放在首位，全
力落实稻谷托市收购政策。③3

本报讯(记者 杨凌)11 月 15日，
记者获悉，我省首家通用航空产业
创客中心在郑州成立。未来该中心
将围绕地区通航产业发展，搭建一
个技术、信息、人才与资金交流互助
的平台。

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创客中
心未来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通航科普
教育、无人机植保、工业机推广、航空
文化运动等，同时配套有直升机租赁、
维修、买卖等业务。

业内人士认为，通用航空在未来
十年可能迎来爆发式增长，并将带动

相关产业链的迅猛发展。河南是通
航大省，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作为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配套工程，发
展势头迅猛。通航创客中心的成立，
不仅搭建了地区通航企业交流学习
的平台，也将成为助力地区通航产业
发展的积极力量。

创客中心项目的承办方——大宇
国际飞行俱乐部已在通航领域深耕6
年，初步形成了集飞行培训、飞行体
验、飞机展示交易、通航服务、农林作
业、应急救援、机场建营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通用航空服务体系。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一个玻璃柜还原稻田共养，稻与蟹和
谐共处、一种两收；在古筝弹奏的动
听乐声中，工作人员娓娓讲述稻米故
事和稻米文化；一只青花瓷碗盛出热
气腾腾的米饭，米粒晶莹剔透，香气
沁人心脾……

11月 15日，第二十四届中国（原
阳）稻米博览会在该县举办，吸引了伊
利集团、联合利华、肯同集团、昭润集团
等国内7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参加。

在博览会现场，原阳县17家大米
企业和20家农副产品企业的展位，引
起多家企业负责人关注。伊利集团当
场与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
1500吨大米销售协议，莲菜网与另一
家合作社签订了850吨大米销售协议，
正道思达商业连锁集团签订了100吨
大米销售协议。当天，共有10家企业
与原阳本地合作社签订协议，销售原阳
大米4485吨。

原阳大米是我省最早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并出口创汇的原粮之一，多次获
得国际和国家级金奖，被列入全国名
优特产名录、中原特产名片。目前，全
县水稻种植面积30余万亩，年产稻谷
1.3亿公斤以上，是国家无公害优质水
稻标准示范基地。

“以米为媒，以米会友，以米招
商。”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介绍说，近
年来，原阳围绕水稻做文章，实施稻米
振兴工程，力争年水稻种植面积稳定
在30万亩以上，并把原阳大米作为与
外界合作的桥梁，让更多的人来原阳
投资兴业。

原阳大米“吸睛”又“吸金”。博览
会当天，悦来悦喜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河南分公司经与原阳县
政府协商，分别签约投资 63.8亿元的
悦子丰食品产业园项目、投资 2.56亿
元的 30 兆瓦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③7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发放夏粮收购贷款369亿元

我省首家通用航空产业
创客中心成立

为明年丰收奠定基础

我省强化小麦冬前管理技术指导

中原沃土发“新枝”
农业大省孕“蝶变”

——新常态下的河南发展报告

第二十四届中国（原阳）稻米博览会开幕

原阳大米“吸睛”又“吸金”

11月15日，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原阳）稻米博览会现场，客商与当地合作社
农民洽谈原阳大米购销合作。⑨7 本报记者 陈更生 实习生 胡敬超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15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河南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近日
发文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从即日
起，我省将在全省组织开展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是招用农
民工较多的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等
建设施工企业以及加工制造、餐饮服
务等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
商户，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建设
施工企业及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
业企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通过专项检查，要确保我省治欠保支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现春节前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和涉及人数明显下
降、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
量明显下降，确保发生的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事件得到
妥善处置、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案件及时移交司法处理，切实维护广
大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

据了解，全省各级人社、公安、住
建、交通、水利等 12部门将成立联合
执法检查组，分两个阶段进行专项检

查。一是集中宣传和自查阶段（2016
年 11月 15日至 30日）。二是执法检
查阶段（2016年 12月 1日至 2017年
春节前），联合执法检查组要集中力
量对各类企业进行检查，对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的企业要重点进行排查，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整改。在此期间，省政
府将派出联合督察组赴有关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对当地开展专项检查
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按照要求，我省将落实企业清欠
责任和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将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纳入政府考核评价指

标体系，严格实行考核问责。
各地要建立清理欠薪工作台账，

逐一落实欠薪企业、欠薪人数、欠薪
金额，做到欠薪问题不解决绝不销
账。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
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企业，在依
法进行处理的同时，及时向社会公
布并记入违法失信黑名单，在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行政许可、履约担
保、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
评先评优、资格等级评定等方面予
以限制。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情
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或取消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直至吊
销营业执照。

专项检查期间，各地要大力推行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和银行代发工资
制度，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
深入落实企业工资支付监控机制，健
全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欠薪应急周
转金制度、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制度等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积极
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进
一步有效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②7

我省12部门联手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老赖”

严重恶意欠薪 营业执照难保

11月13日，卢氏县境内伏牛山区高速公路飘若丝带，车辆如梭。目前，该县两条过境高速（三淅高速、郑卢高速）已通
车运营，蒙西至华中铁路卢氏段也正在建设，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137公里，公路网密度达76.8%。⑨7 程专艺 摄伏牛山里“丝带”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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