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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杨柳

2016 年 12 月 28 日 16 时许，信
阳火车站公交站，家住南湖大街的
臧阿姨，拎着个大兜，登上开往南湾
的 2 路公交车。上车时，她掏出一
张金黄色卡片，往公交一卡通车载
机上轻轻一扫，随即发出“老人卡”
的语音提示声。

臧阿姨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
院的老姐妹把一卡通叫做‘暖心
卡’。有了它，省去了我们上车找零
手脚不便的麻烦，每个月还能省下几
十块钱乘车费，这事办得可真叫暖
心！”

信阳市公交公司总经理李平介
绍，截至目前，信阳市中心城区已经
有近 1.8 万人持有老年公交卡。有
了这张小卡片，可在市内运营的 22
条公交线路任意一台公交车上刷卡
乘车，每个月可免费使用80次。

这是信阳市政府 2016 年向市
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

2016年 10月 9日，重阳节。信
阳市老年人优惠乘车卡发放仪式在
信阳体彩广场举行，信阳市委书记
乔新江出席仪式并向全市老人致以
节日的问候。

在 18路公交车上，记者见到了
首批在现场领到优惠公交卡的李富
根老人。他告诉记者：“那天乔书记
拉着我一个老伙计的手，说了很多
贴心窝子的话，还一个劲地向我们
道歉，说这事儿办得晚了。其实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谁不知道作为信
阳的当家人不容易啊！”

一直追踪问效、督促协调此事
的信阳市政府应急办主任叶中洲介
绍，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城市，办

好这件事确实不易。信阳市中心城
区公交车 IC 卡安装工作才刚刚起
步，绝大部分公交车连刷卡机都没
装。加之历史原因，信阳中心城区
目前营运的公交车，还有相当一部
分是挂靠车辆，这些挂靠车辆车主
对老年人优惠乘车心存顾虑。

为了把市里确定的民生工程、
暖心工程办实办好，市交通运输局
和市公交公司克服了很多困难。他
们一边组织收集汇总满足条件的老
年人身份信息资料，一边紧锣密鼓
地调研拟定信阳城市一卡通建设实
施方案，招标选定设备、系统供应商
和《乘车人意外伤害险》保险商，并
积极争取纳入了交通运输部全国交
通一卡通试点城市，高起点搭建城
市交通一体化架构，为今后智慧城

市建设预留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李平兴奋地说：“信阳虽然起步

晚，但超前谋划、主动融入智慧城市
建设，我们这套城市一卡通系统，目
前在全国是最先进的，不仅可以实
现全国 100多个城市一卡通系统的
互联互通，而且不久的将来，还可以
实现所有签约银行各种信用卡借记
卡的直刷消费，也可实现包括出租
车、城际公交、轨道交通等跨系统多
平台刷卡结算。随着系统的升级，
更可实现使用手机、手环、身份证等
虚拟卡验证消费。”

“信阳老人在外地也可免费乘
车，由城市政府间互相结算。”信阳
市政协副主席、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保林说，“这些投入是值得的。信
阳城区有 7 万多名 60 岁以上的老

人，把老人的事情办好，是人民政府
应尽的职责。家家都有老人，老人
出门方便了，大家都放心了。”

9路车上，又有几位老人刷卡上
车了。看到记者采访，老人们你一
言、我一语：“听说这卡在郑州、武汉、
北京都管用呢！”“赶明儿到郑州看外
甥一定试试。”“我上北京也带上！”公
交车上洋溢着一片暖意。③7

信阳：“暖心卡”暖万家

答卷出彩民生

信阳市老
人正在使用一
卡通乘坐公交
车。⑨7 刘宏
冰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过去一年，
乘着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获批建设的强劲东风，郑州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服务（E贸易）试点项目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1月9日，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传出喜讯：2016
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单量达到 8290.3
万单，交易额 6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5%，在全国试点城市和跨境综试区
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数字见证变化。2015年，郑州E贸
易试点业务量5109.15万单。2016年业
务 量 已 突 破 8000 万 单 ，其 中 进 口
5352.22万单，同比增长18.89%；出口
2938.08万单，同比增长488.07%。征收
关税6.32亿元，同比增长440.17%；征收
地税1.63亿元，同比增长66.33%。此
外，新引进企业199家，目前已吸引电商、
网商、物流、仓储、报关、第三方支付等
1101家企业集聚郑州，搭建了跨境电
子商务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生态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郑州 E
贸易试点实现出口重大突破，出口关
键环节已于去年底打通，出口日均30
万单。与此同时，创造性提出“1210”

试点出口模式，实现监管模式创新和
贸易统计创新，并与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比利时、芬兰等国达成出口合作意
向。此外，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目前已
在俄罗斯、比利时、美国、匈牙利、澳大
利亚、德国6个国家建设了海外仓。

创新是保持领先地位的不二法
则。去年，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不断强
化作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核心
区功能，“1+9”跨境综试区智能查验分
拨中心建成，可提高30%物流时效，降
低20%成本；“秒通关”信息化平台持
续优化升级，为国家“单一窗口”的建
立提供了样板和经验，为跨境综试区、
河南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核心支撑。

据介绍，今年，郑州E贸易试点将
借助河南自贸区、跨境综试区、郑州经
开综保区等综合政策优势，力争进出
口业务量较去年增长一倍；搭建“九行
物流O2O.com”交易平台，创新配置资
源体系解决跨境电商物流服务短板。
此外，通过招强引优、培新扶弱，实现年
度新引进规模以上电商不低于10家，
培育新电商20家，扶持已经入驻电商
企业业务实现增长达50家。③4

本报讯（记者 杨凌）1月 9日，记
者从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2016年宇通客车交出出色答卷：在国
内外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仍实现之
前较高基数上的高速持续增长，客车
销量再创新高，达到70988辆，标志着
宇通连续 14年蝉联中国大中型客车
销售冠军，销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其中，新能源客车销售26856台，
销量行业第一、全球第一，同比增幅超
过 30%，新能源客车占其客车销量总
量近四成，表明以宇通客车为代表的

“中国制造”向深度转型升级迈进取得
积极成效。

2016 年，宇通恪守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加快推进技术

创新，在新能源客车整车控制、系统集
成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宇
通ZK6805BEVG系列（E8）纯电动客
车，以及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
兵、上合总理会、全国两会等重要场合
亮相的宇通T7都成为其践行“工匠精
神”的突出代表。

在做好国内市场的同时，宇通还
积极走向世界，将“中国制造”变成“中
国骄傲”。从 2004年至今，宇通海外
市场累计销售约4.5万辆大中型客车，
占我国客车出口份额超过1/3，连续多
年稳居行业首位。在《财富》（中文版）
2016年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
中，宇通位列 176位，比 2015年上升
31位。③4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1月 9日，
贾文龙戏曲培训基地爱心捐赠仪式在
兰考县裕禄小学内举行。河南豫剧院
副院长、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为裕
禄小学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并在捐
赠现场为孩子们授课，演唱豫剧《百姓
歌》与《朝阳沟》选段。

贾文龙本次为裕禄小学捐赠的爱

心资金，是他在现代豫剧《焦裕禄》中
饰演主角焦裕禄获得的奖金，豫剧《焦
裕禄》荣获中国第十届“文华奖”。为
了表达对焦裕禄的敬意，贾文龙特意
在裕禄小学建立了豫剧培训基地。“希
望在中小学生中多出戏曲人才，在下
一代中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戏曲
文化。”贾文龙表示。③4

□本报记者 逯彦萃 谭勇

2017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城区内
黑臭水体的垃圾清理、截污纳管工作；
2018年年底，城市路网密度提升到7
公里/平方公里；到2020年，完成老旧
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

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规划下的 106个县（市），未来生态更
加宜居，特色更加突出，动力澎湃，活
力四射，让人心向往之。

《意见》明确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的目标任务，也排出了时间表。但县级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普遍面临建设资金
不足的问题，发展所需资金从哪里来？

引导社会资本有效参与

当前，自上而下各级政府鼓励水
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
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建设，采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重点
支持有收费机制的项目，如供水、垃圾
处理、污水处理、供热和医疗等，吸引有

实力资本投资，实现市场化运营。
《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配

套文件《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
融资方案》中，都将PPP模式作为破解

“钱从哪里来”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石英华认为，与传统政府供给模
式相比，PPP模式减少政府财政压力、
优化风险分配，政府可以借助社会资
本，加快公共设施建设。

利用PPP模式服务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我省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去年12月1日，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省豫资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兰考
县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启动兰考县投
融资企业PPP股权合作，为老城区改
造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去年12月 16
日，由省财政厅牵头的我省PPP重大
项目签约活动，签约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项目12个，总投资额273.6亿元。

政策性金融保驾护航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对城镇化的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需资金也将更大。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信
贷风险管理处处长董家庆认为，目前，
我省财政投资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中所占份额较大，但是财政资金毕竟
有限，仅靠财政资金投入难以满足新
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意见》提出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
机构支持。按照国家要求，争取国家
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针对新型城
镇化项目信贷模式，支持棚户区和城
中村改造、河道及水系治理，以及城
郊区域项目。

“财力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金
融研发中心主任郭谦认为，城镇公共
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社会性，以及
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成本高
等特点，更加注重利润的商业金融机
构，出于风险和收益的考虑，不太愿
意涉足社会发展的瓶颈领域，政策

性金融不可或缺。

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助力

“财政保吃饭，建设靠融资。”这是
首批启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汝州市
总结的经验。截至目前，汝州市 9家
国有经营公司一共融资到账139.65亿
元，先后投资建设了市妇幼保健院、市
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科技图书博物展
览四馆合一项目，并支持棚户区改造、
建了汝州湿地公园，有效提高了汝州
市的经济发展，优化了基础设施水平。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意见》要
求，充分发挥省级各类基金平台作用，
推行城镇化基金支持模式、推行省级
投资公司支持模式等多元化融资，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破解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中的“钱从哪里来”的难题。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不是条块化、
简单项目的堆叠，也不是纯技术解决
方案的拼凑，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
程，所需资金巨大。”省财政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传统的政府自建自营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投资需求，将市场机制
引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已经成为必
然选择。③5

郑州E贸易试点成绩抢眼
去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单量8290.3万单，交易额64亿元

宇通客车去年销售超过7万台
稳居全球销量第一

贾文龙戏曲培训基地
爱心捐赠仪式举行

钱从哪里来
——《关于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意见》解读之四

1 月 8 日，嵩县城关
镇菜园村文化广场热闹
非凡，由该村村民自编自
演的春节联欢晚会正在
举行。一个个充满乡土
气息的节目轮番上演，博
得了父老乡亲们的阵阵
喝彩。⑨7 高山岳 黄盈
盈 张利兵 摄

办“村晚”
迎新春

百城提质在河南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9日，
省公安厅发布消息，2016年，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
接警总量为 2559万起，其中，共接收
有效警情554万起 （含接受群众求助
230.7 万起），骚扰警情达 979 万起。
省公安厅吁请广大群众正确使用
110，将110接警台留给真正有需要的
人。

省公安厅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110报警电话是公安机关打击犯
罪、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是保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中枢。目前，无效警
情和恶意骚扰占用110警用资源的现
象仍然比较严重，严重干扰了 110的
正常运行，甚至延误了重大警情的处

置。这位负责人强调，对谎报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者，
警方将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为提高全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
规范化水平，省公安厅出台了《河南省
公安厅关于加强全省110报警服务台
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
了省、市、县三级公安指挥中心110接
处警工作机制。各地公安机关对110
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刑事警情、治安警
情以及各类求助，每天安排专人通过
电话、短信等多种形式对报警人回访、
分类处理。对报警人“不满意”的警
情，必须在24小时内由专人再次电话
回访，及时了解原因并跟进处理。③7

去年全省110接警2559万起
其中骚扰警情达979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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