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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代庄的草莓
熟了。1月 15日一大早，许多禁不住
诱惑的商丘市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
位于梁园区双八镇的代庄草莓基地自
采园，一尝草莓的香甜。

代庄草莓基地种植面积达 8000
亩，大棚4500座。代庄草莓主要销往
北京、天津、济南等各大城市。“除去前
期投资，每亩草莓净利润为 2万元左
右。”梁园区经济作物推广中心主任闫
卫华告诉记者。

不只是代庄草莓，柘城县三樱椒
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并建有十多家
辣椒食品加工企业，出口创汇2000多
万美元。辣椒及相关产业年产值达20

亿元。
传统农业大市商丘大力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种养结构调优、
加工能力调强、经营规模调大、产业链
条调长为方向，发展农业名、特、优产
品，推进农业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全市培
育出了宁陵的反季节蔬菜，睢阳区、夏
邑的脱毒土豆，宁陵、虞城、民权的优
质果品，夏邑的食用菌、白菜，梁园区
的草莓、辣椒，虞城的花卉、山药、甜玉
米，睢阳区李口的西瓜等一批增收富
农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为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该市累
计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118个、绿色食

品13个、有机食品4个，注册了“龙雨”
粉丝、“梁苑”番茄、“代庄”草莓、“故道
情”香蒜、“秋水湖”河蟹等一批国家、
省名牌农产品，并逐步形成“一村一
品”发展模式，累计发展一村一品村镇
500个，其中五个村镇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柘城县、宁陵县、夏邑
县、民权县分别被授予“中国辣椒之
乡”“中国酥梨之乡”“中国食用菌之
乡”和“中国河蟹之乡”等称号。

同时，该市不断增强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的龙头带动作用。目前，全
市已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6889
家，其中农产品加工企业 2107个，总
产值可实现1360亿元；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252家。全市农业产
业化经营已形成了面及面制品加工、
畜牧养殖肉奶加工、果蔬、林板浆纸一
体化、棉纺、花卉、饮品等七大主导产
业。同时，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蓬勃
发展，培育集群 39个，集群销售收入
355.92亿元。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
的科迪集团，集工、科、农、牧、商于一
体，涵盖乳业、速冻食品、面业、深泉
水、生物工程、万头现代牧场等，主导
产品有五大系列2000多个品种，乳业
综合实力居全省第一位，速冻食品居
全国前列，面业居全省前二位，良种奶
牛繁育及奶牛现代化养殖规模居全国
前列。③5

□本报记者 郭海方

近日，漯河市以工业转型升级促
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做法，在国务院
2016年开展的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第三次大督查中受到通报表扬。漯河
因此成为全省唯一受到国务院大督查
通报表扬、全国唯一连续两年受到表
扬的城市。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
形势下，漯河市是如何破解发展难题，
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健康发展
的？

传统产业如何优化升级

1月 15日，漯河源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自动发酵风干类肉制品车间机
器轰鸣，新建成的6条生产线正加足马
力生产。借力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5
年前还是一家生产肠衣膜的小企业源
隆公司，如今已变身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和资产上亿元的上市后备企业。

源隆的蝶变，折射出漯河传统工
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轨迹。漯河市食

品、机械等传统产业，存在设备老化、
产品低端等问题，为此，该市坚持自
主创新和引进消化相结合，促进现有
企业技术提升和设备更新。 2016
年，全市征集筛选 120余个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重点工业技术改造
项目，实行动态监控。至 12 月底，
123 个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就完成年
度投资 229 亿元，114 个项目竣工投
产。机械制造企业临颍县众邦伟业
有限公司发力智能制造，过去销售一
套设备 10 万元左右，现在一套卖到
800多万元。

总体实力如何快速增强

冬日的沙澧大地，产业集聚区内
到处都有繁忙的建设场景。为改变产
业发展不平衡、工业经济总量小的局
面，漯河市坚持把“开放招商、招大引
强”作为全面深化攻坚的头号任务，着
力扩大投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带头走上招商第一线，推动协鑫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等一批大项
目成功签约。

“开放带动要瞄准世界500强、中
国 500强及行业百强企业集团，靠大
联大、延链补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漯河市主要领导说。2016年，漯河市
预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突破9亿
美元，居全省第5位；产业集聚区实现
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达65%以上。

漯河市在招大引强中不仅注重食
品等传统优势产业，更将目光瞄准了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实施新兴产业龙
头企业培育行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增速远超过工业平均增速，工业
结构不断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发展瓶颈如何破

经济下行背景下，不少企业面临
资金、土地、用工等发展瓶颈。为此，
漯河市强力改革攻坚，连续三年开展
全市企业服务年活动和“工业1351工
程”，成立“企业服务团”，集中精力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

出台支持工业经济健康发展 30

条政策措施，形成“1+10”政策体系；
动态选择 100 家企业和 100 个工业
项目作为重点融资服务主体，每季度
至少举行 1次银企对接活动；创新投
融资方式，设立近 10 只产业发展基
金；扩大企业信贷周转基金规模，对
如期归还周转基金的企业实行月
0.5%的优惠利率；降低政府性担保机
构担保费 50%；畅通土地抵押融资渠
道，减收土地价款……2016 年，漯河
市共降低企业各项费用近 3000 万
元，为小微企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
6509万元。

工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发
展。初步统计显示，漯河市2016年新
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2家，工业主要
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在工业带动
下，漯河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等
指标突破千亿元大关，发展迈上新台
阶。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 月 15
日，我省又一跨境电商产业园——中
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产业园宣布正
式开园，“豫货通天下”有了新渠道。

据介绍，中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
产业园是郑州市邮政公司联合安德
在线集团共同打造的跨境出口综合
产业园，园区立足当地产业，引入跨
境出口供应链，通过搭建产销对接，
利用分销平台遍布全国的跨境电商
卖家，将郑州及河南商品推向海外，
架起跨境卖家与企业的纽带，为传统
的制造商、品牌商提供“一站式”跨境
电子商务服务，助力“河南制造”扬帆
跨境电商蓝海。

郑州市邮政公司包裹业务局工

作人员杨欧亚告诉记者，该园区正式
运行可以实现日发货5万单，此前试
运行一周，日发货1万单。

当天，在园区举办了郑州跨境电
商产业平台暨人才孵化对接会，本次
对接会以“中国质造·郑州品牌全球
行”为主题，有500家供应商、几万种
商品进行了集中展示。安德在线路
演了郑州产品出口实施方案、中小卖
家助力及人才孵化计划，现场共有
400家供应商达成供货意向。另外，
中原工学院和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分别与产业园签署人才培养战略
合作协议，产业园将为高校提供跨境
电商实训平台，并联合培养跨境电商
人才。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杨
志勇 吴松）1 月 15 日，记者从中国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在助力
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
过程中，该行创新推出了“政府风险
补偿金+农行+涉农客户”的金融扶
贫模式。截至目前已发放贷款 254
笔、金额 9983 万元，精准支持全县
134户贫困户发展畜牧养殖行业，支
持的小微企业实现了 850名贫困人
口就业，以产业带动 3000 余人脱
贫。

据农行河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
介绍，这一金融扶贫模式是由兰考县
政府出资设立财政扶贫风险补偿基
金、畜牧养殖项目风险补偿基金，农
业银行采用“风险补偿基金+政府承
诺”的形式，放大不高于十倍的总额
度，对政府部门推荐的小微企业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从而有效
缓解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带动农村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

此外，作为农民进城购房的信贷
主办银行，农行河南省分行还创新推
出了“农民安家贷”专项产品，为农民
进城购房提供更加专业化的金融解
决方案。据悉，该产品不仅可服务于

农民工，还将服务范围扩展至所有农
民；贷款准入标准更为务实，专门设
计了符合农民特点的贷款准入评分
标准；针对部分农民无法提供收入证
明的难题，在还款能力认定方面，制
定了更加简便有效的指导原则；根据
农民收入的季节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在还款方式上，除按月还款外，还差
异化地增加了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的
灵活还款方式；设定了优惠的利率导
向和差异化的利率优惠政策，让农民
在进城购房贷款中切实得到实惠。
自去年推出以来，农行河南省分行共
向农民发放住房贷款 629 笔、金额
1.43亿元。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农行兰考
县支行作为总行产品创新基地的优
势，省行将积极支持兰考县支行在客
户准入、担保、授信、用信、期限、定价
等方面开展产品创新。”农行河南省
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继续做
好“政府风险补偿金+农行+涉农客
户”金融扶贫模式的推广，积极探索
开展“政策性担保公司+扶贫企业或
贫困户”“财政直补资金+贫困户”等
政府增信机制，并按照一定比例放
大，为有生产经营能力的贫困户全力
提供信贷支持。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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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货通天下”有了新渠道

中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

1月15日,《福布斯》杂志高级编辑、200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制作者范鲁贤
（右一）到郑州郑东新区实地考察。他高度评价了郑东新区的高规格建设与快
速度发展，对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总部经济的辐射与吸引力给予赞誉。⑨6 本
报记者 李林 摄

1月 16日，洛阳铜
牛电气集团的工作人
员正在对即将出口尼日
利亚的一批变压器验
收。近年来，该企业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产品
畅销全国并出口到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⑨6
潘炳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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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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