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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3月28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我省两大交通
投融资平台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
管理中心、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建筑、
绿地集团等四家大型企业签订合作合
同，涉及12个高速公路项目，里程约
1071公里，总投资约1057亿元。

据悉，这批项目全部位于我省革
命老区、“三山一滩”等贫困地区，项
目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完善河南高速
公路网络，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河南脱贫攻坚和全面实现小康，
加快经济强省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12个项目中，8个项目采用
BOT建设模式，4个项目采用资本金
BT 建设模式，分别可引进投资 500

多亿元，全部采用我省两大投融资平
台与地方政府、大型企业三方合作建
设的新模式。

其中，沿线省辖市负责部分资金
补贴和提供净地，获得支撑地方经济
发展、脱贫攻坚的高速公路快速通道；
我省两大投融资平台负责部分投资和
项目前期、协调等工作，实现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大型企业负责参与我省高
速公路建设管理和部分项目的后期运
营工作，可以提升企业资产规模，获得
项目施工利润运营收益。三方各有责
任，互利互惠以实现共赢。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张琼表示：“我
们将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
组织、部门联动’的总体思路，充分发
挥行业指导作用，积极为项目建设提
供优质服务；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前期
工作，加强合同各方履约行为全过程
监管；强化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为项
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提供保障。”

据了解，12个签约高速公路项目
分别是：濮阳至卫辉高速、兰考至原
阳高速封丘至原阳段、安阳至罗山高
速上蔡至罗山段、栾川至卢氏高速、
安阳至罗山高速浚县至郑州段、濮阳

至湖北阳新高速濮阳段、沿太行高速
焦作段、沿太行高速焦作至济源段、
焦作至唐河高速温县至巩义段、许昌
至信阳高速、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宁
陵至沈丘段、焦作至唐河高速方城至
唐河段。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种菜不吃菜，专门卖种子，依靠
种子脱贫致富，这是发生在王屋山
下的“怪事”。3 月 28 日，济源市扶
贫办有关负责人说，济源市是目前
我省唯一获得国家认定的蔬菜区域
性良种繁育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十
字花科蔬菜种子生产基地，全国唯
一的洋葱杂交种子基地。蔬菜制种
已经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
产业。

济源地处太行山南麓，山区丘陵
面积占 80%以上，农业贫困人口较
多。这里纬度适宜，年平均气温
14.5℃、无霜期长达281天、日照超过
1800 小时、降雨 567.9 毫米，满足了
蔬菜制种的气候条件。同时，太行山
南麓和黄河为种子生产形成了天然

的隔离屏障，这里有近10万亩土地适
合蔬菜种子生产。在脱贫攻坚中，济
源市把发展蔬菜制种产业、实施富民
增收工程作为产业脱贫的重点来抓，
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发挥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小种子、大产
业”的发展格局，让山区农民靠蔬菜
种子鼓起腰包。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蔬菜制种企业，在
济源市建设了6大制种基地，年产蔬
菜种子120万公斤，带动大批山区农
民脱贫致富。

王屋镇柏木洼村是个贫困村，原
来一直是夏种小麦秋种玉米，农民收
益不高。2008年，村子将全部土地流
转给绿茵种苗公司，夏季种蔬菜卖
种，秋季种西红柿，每亩收益超过1万
元，村子在 2015年脱贫摘帽。村党

支部书记张树杰说：“过去也知道山
区种粮食收益低，但不知道该种啥
好，也不知道如何与市场对接。绿茵
种苗进来后，村民把土地流转给企
业，每亩地得到500元的流转费。按
照企业的要求种蔬菜卖种子，农民也
不用考虑市场了。卖完蔬菜种子，村
民可以自主决定秋季种什么，又多了
一季收入。有了这一举多得的产业，
贫困户咋会不脱贫呢。”55岁的王建
庄自 2010年开始种蔬菜种子，去年
的纯收入有2万多元，他家的住房也
由过去的小土房变成了红砖瓦房。

他逢人就说：“别看种子小，却是致富
的‘金元宝’。”

如今，济源市拥有蔬菜制种面积
3.2万亩，分布在205个行政村，涉及
1.1 万农户，蔬菜种子年产值高达
1.98 亿元，出口额达 3900 万元。种
子生产也从单一的白菜种子，发展到
甘蓝、萝卜、洋葱等 30 余类、400 多
个品种。济源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
说，未来将以建设国家级蔬菜种子生
产基地为契机，规划到 2020年蔬菜
制种面积达5万亩，为贫困山区经济
发展、扶贫开发提供动力源泉。③5

产业扶贫扮靓太行之春

蔬菜种子富山区

本报讯（记者 卢松）3月 29日，我
省两家爱心企业分别向省慈善总会捐
资，成立爱心慈善基金，主要用于开展
慈善和公益活动，救助贫困群众等社会
困难群体。

据悉，“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慈善基
金”由新华保险河南分公司捐资并联合
省慈善总会成立，首批已注入慈善资金
30万元。该基金善款将全部用于救助
因病致贫、因灾返贫、因贫辍学等社会困
难群体，开展扶贫助学社会公益活动。

“河南省慈善总会仁华基金”由河
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资 500万

元成立，首批注入慈善资金50万元，主
要用于慈善救助。

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对两家爱
心企业的善举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省
慈善总会将认真管好慈善基金，用好每
一笔善款，为全省贫困群众提供有效帮
助，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9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以来，我省越
来越多的爱心企业自觉承担起社会责
任，关注和支持慈善事业，纷纷捐资成
立慈善基金，给更多困难群众带来新的
希望。③3

涉及12个高速公路项目 里程约1071公里

我省高速建设获千亿元投资

我省添两只慈善基金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通
讯员 李明）3月 26日，中原军民融合产
业联盟在洛阳市成立。

军民融合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洛阳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方面有
基础、有优势，先后培育了一大批军民
结合企业。此次洛阳市牵头成立中原
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旨在有效整合军
队、地方、企业、科研等各方资源优势，
有力地促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

该联盟有74家会员，包括军工（含
军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优势民营企业及产业服务机构，联
盟首届理事长单位为中国空空导弹研
究院。

据了解，该联盟以“军民融合、凝聚

资源、协同创新、服务产业”为宗旨，促
进国防工业企业相关产业协同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着重从四个方
面实现重点突破，即聚焦军民融合领
域，尽快打造军转民民参军服务、技术
创新与成果转化、产业促进、金融服务
等四大服务平台；构建供求对接和资源
共享机制；优化军地资源配置，推动专
利协同应用、军工技术转民、军民科技
成果双向转移等；发挥政策资源、产业
资源、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聚合效
应，建立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互信
合作机制，疏通投融资渠道，实现产业
和资本的双轮驱动。该联盟将打造成
为洛阳乃至中原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
服务平台、联系军工央企与地方企业的
对接平台。③5

洛阳成立
中原军民融合产业联盟

3月29日，信阳市浉河区满目青翠的茶山上呈现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该区是信阳毛尖茶的主产区，今年 60万亩春茶喜获丰
收。当地通过以茶富民，打造环湖生态带，建起15个美丽乡村，有
效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⑨7

▶今年的采茶工衣着穿戴更时尚了
▼浉河港镇黄庙茶厂的采茶工在高山上采春茶

春日茶乡行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3月 28日,滑县慈周寨镇飞帆工艺制品公司的员工在制作仿真花。在该企
业打工的都是周边村里的村民，农闲之余他们在这里打工，每月能收入两千多
元。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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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亿元
截至3月 25日，全省交通基础设施
本年累计完成投资149.7亿元，占年
计划的29.6%，较去年同期提高3.4
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谭勇）3月 29日，记
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省提
升县级城市管理水平三年行动计划全
面提速，今年年底前全省市县“达标街
道”将超70%，所有市县要基本建成数
字城市管理系统。

据了解，今年我省各市县将提升县
级城市管理水平三年行动计划纳入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扎实推进。依据年度
实施方案，今年年底前全省市县“达标
街道”将超70%。“达标街道”内容包括
环境卫生、市容市貌、交通秩序整治和
占道经营、违法建筑、扬尘污染等方面
的治理均要达到规定标准。目前，各市

县正在以创建“达标街道”活动为载体，
强化工作推进和督导考核，努力建设秩
序优良、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美丽城
市，整体实现路畅、街净、河清、城绿、宜
居的目标。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是提升
县级城市管理水平三年行动计划的一
项重要任务。今年年底前全省所有市、
县要基本建成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逐
步实行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高位监督，
拓展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功能，做好城
管系统与其他公共服务平台的衔接整
合，形成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统一便捷
的便民信息服务平台。③5

我省县级城市管理水平行动计划全面提速

今年市县“达标街道”将超七成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27日，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石化产业调结
构促转型增效益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力争到 2020年，我省石化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
展，万元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二氧化
碳排放量、用水量分别比“十二五”末下
降8%、10%和14%。

《意见》指出，推动我省石化产业高
端化、绿色化发展，要着力发展化工新
材料，以尼龙深加工、煤制乙二醇及深
加工、新型功能材料为重点，提高中高
端产品比重,加快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
力的化工新材料产业。与此同时，改造
传统产业，严格限制尿素、电石、烧碱、

聚氯乙烯、纯碱、磷铵等过剩行业新增
产能，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先进工艺改造
提升项目实行等量或减量置换。

《意见》明确，要在全省推进产业
布局优化，统筹推进石油化工、现代煤
化工、盐碱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基地
和产业集群建设。加快推进洛阳石化
1800 万吨/年炼油扩能改造工程及配
套项目建设，重点依托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拓展乙二醇、甲醇、醋酸等基础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提升舞阳、济源、
沁阳、桐柏等地盐碱化工产业市场竞
争力，支持焦作、开封、鹤壁等地骨干
化工企业高水平承接精细化工产业转
移。③7

力争到2020年

全省石化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降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