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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推出全媒体系列特刊之五本报今日推出全媒体系列特刊之五

淮阳淮阳：：凤还巢奏强攻坚旋律凤还巢奏强攻坚旋律
淮阳，被誉为“羲皇

故都”“北方水城”，人文
厚重，风光秀丽。

这里也是国家级贫
困县，130万总人口中尚
有贫困人口8.16万，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

淮 阳 立 足 资 源 禀
赋，将返乡创业结合扶
贫 工 作 中 的“ 两 园 工
程”，发展与扶贫相得益
彰。具有带贫能力的工
业企业、旅游服务业、特
色农业等蓬勃发展，“扶
贫车间”星罗棋布，共实
现 6.1 万农村人口转移
就业，带动贫困人口 3.1
万人就业增收。③3
（更多内容详见三版）

新华社北京 5月 8日电 5 月 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
龙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法国是第一
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

法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国际影
响，近年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法同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重要
国际影响的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
有特殊重要责任。保持中法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
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方愿同法方携手努力，推动紧密持久
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
高水平。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8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近日出台，省级投资主
管部门审批或核准的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不足5000吨标准煤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今后项目所在地的市级发改部门
就可以审查，无需再往省里跑了。

《实施细则》重点突出“放管结合、
目标导向、分级管理、精简流程”的原
则。首先是明确各级节能审查管理权
限，按照项目能源消费量和项目管理
权限，划分节能审查权限，省级发改部
门负责审查国家审批或核准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以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其次是增加免于节能审查项目

类别，对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
项目，包括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项目，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公布的不再进行节能审查行业目
录的项目，免于节能审查。再次是加
强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的审查，对项目节能报告的编制内容
和审查要求上，明确要求对大气污染
通道城市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重点地
区，严格煤炭消费总量节能审查，新上
燃煤项目实行减量替代。最后是实行
节能审查并联审批，节能审查工作纳
入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管
理，实行网上受理、办理、监管和服务，
实现审查过程和结果的可查询、可监
督。③6

洛阳，在此刻，国色天香，百花争
艳。

5月 5日，第 35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圆满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市共接待游客
2493.9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23.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6.11%、13.07%。接
待入境游客 27.07 万人次，旅游创汇
7865.28 万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8%、14.99%；旅游景区（点）接待市
民和游客 1959.52万人次。洛阳市区
主 要 星 级 饭 店 平 均 入 住 率 达 到
88.63%。旅游带动作用显著，实现了
一业兴、百业旺。

管理 让服务得提升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高度重视
牡丹文化节旅游工作,针对第35届牡

丹文化节，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
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洛阳市旅发

委通过狠抓旅游标准化、智慧旅游等
工作，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饭
店、旅游汽车公司等重点旅游行业单
位在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
硬件各方面有了明显提升。

抓好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牡
丹文化节前，对全市主要交通要道的
旅游交通导向系统进行了更新提升，
推出了洛阳市旅游厕所服务查询系
统，有效缓解了旅游接待高峰期游客
如厕难问题。

强化旅游行业管理。结合 2016
年星级复核及暗访结果，对洛阳市 5
家严重不达标的星级饭店进行了摘星
处理；全市旅游行业各单位进行了全
方位、拉网式的旅游安全大检查。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向法国新当选
总统马克龙致贺电

多举措提升服务水平 旅游新产品惠及百姓

第35届洛阳牡丹文化节完美收官
我省“放管服”再出新举措

不足5000吨标煤
节能审查管理权限下放

□本报记者 赵振杰

2016年，我省生产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元
大关，比上年增长8.1%，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1.4个百分点。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大环境，河南
经济缘何好于预期？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省
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
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为河南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得
益于“三区一群”等国家战略的落地，为河南经
济转型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分析，
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互联网有关的新
业态等增长明显，充分表明了，新动能正成为
引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和引擎。

靠创新赢得新动力

“东方红”拖拉机，中国一拖的标志性产品。
但是现在，从中国一拖退休几年再回厂里的老师
傅们很难将厂里的新产品和“东方红”联系起
来，因为现在一拖每一批次的拖拉机都“不定
型”，厂家完全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改动和定制。

从今年1月起，中国一拖成立成套项目部，
为客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今后只要客户报出
土地面积，需要种植哪些作物，剩下的工作一
拖全部解决。

像一拖这样的创新，正在中原大地的大小
企业普遍发生着。装备业巨头中铁装备在焊
接环节全程使用智能机器人，同时还打造了掘
进机租赁网，联通产业链上下游，未来将建成
世界最大的掘进机大数据库和云计算中心，将
无人值守、智能掘进变为现实；中原内配公司
数字化车间跟传统生产车间相比，能耗降低
35%，生产效率提高44%，返工品率下降25%，
生产成本大大下降。

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
涌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点，而伴随阶段性经济
发展，动力机制也在发生着新老交替。李克强
总理今年4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培育发展新
动能”座谈会上指出，新动能覆盖一二三产业，
重点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体现了
新生产力发展趋势，是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强大动力。

在河南，正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发展模式。
河南主动对接制造强国战略，先后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河南行动纲要、

河南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实施方案、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动方
案等一系列举措，工业化与信息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在形成。

为加快建设创新创业载体体系，省委、省政府印发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
干意见》，努力将示范区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同时，我省又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等十余个
文件，各省辖市也出台了相关细化措施，初步形成全省上下联动的政策体系，极
大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潜能。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8.4%，高于全省工业增速10.4个百分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继续高速增
长，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5.5%，同比提高13.6个百
分点——创新作为主要力量，引领和支撑了我省经济健康发展。

靠开放赢得新优势

在今年全省一季度的成绩单中，有一项数据格外亮眼：一季度郑州跨境电
商零售进出口营业额增长 60%，占全国 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 43%左
右。而2016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超过110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以上，其中
郑州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量增长66%。

从去年1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至今，不过一年多时间，河南的跨境电
商已悄然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河南，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们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桥
梁，也是我省持续开放的重要产物。

河南的开放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省委省政府就因时度势，
提出“东引西进”战略，再到之后的“开放带动主战略”以及今天的“打造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启了一个内陆地区、传统农区、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全面开放之路。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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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冒雨探访河南黄河滩区】“这个房子
成本多少、补贴多少，财政资金能不能平衡？”
李克强 8日走进河南新乡封丘县一户从黄河滩
区迁出的居民新家，与该省市县负责人一起算
了笔细账。算下来该项目成本收益基本打平。
总理说，黄河滩区群众迁建能给百姓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 （@中国政府网）

5月 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服务中心考
察。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5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新乡市封丘县李庄镇李庄村考察黄河滩区居民迁建。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本报记者 平萍 朱殿勇

立夏时节，小雨淅沥。时隔一年
多，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来到河南考察。
看自贸区建设、观古城新貌、察滩区迁
建，总理脚步匆匆、风尘仆仆，一个个
精彩瞬间，一幅幅生动画面，定格着大
国总理的情系河南。

开封曾以“古”闻名，要
以“新”出彩

上午10时，河南首站，李克强总理
来到了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封片区综合服务中心，看到这里在三
证合一、五证合一基础上，按照国务院
多证合一要求，整合为二十二证合
一 ，以“减证”带动简政，总理称赞道，
创建自贸区目的是打造改革开放高
地，最终要让审批程序越来越简，监管
能力越来越强，服务水平越来越高。

得知当地通过“放管服”改革，新
登记注册企业时间缩短4/5。总理说，
开封既不沿海又不沿边，但通过自贸
区试验照样创出了一流经验。开封过
去以“古”闻名，今天通过自贸区要以

“新”出彩。
当地负责人说，总理说得对，开封

以前是八朝古都，现在是以“新”出彩。
我们引进的260亿注册资本里，有61%
是省外资本。就是因为实行了二十二
证合一，企业觉得办事也方便了。有了
自贸区，现在大家增强了壮士断腕的勇
气，改革开放的意识都比较强。李克强
总理继续鼓励说，好！要尽可能形成创
新的经验，能在全国推广。

作为历史古都，开封保护古城风
貌与改善老城区居住环境的任务同样
繁重。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总理考
察了开封旧城改造工作。在大兴社区
会仙楼，总理登高察看古色古香的改
造街区后，又走入老城区的棚户家中
看望居民。他说，古城修复是历史责
任，而老城区居住环境改善是迫切需
要，二者不可偏废。

河南活跃度很高

总理过去考察东北时提出要在制
造大马力拖拉机上实现突破，此后国产
拖拉机一路加“马”。在中联重科开封
工业园，李克强依次察看了拖拉机装配
生产线、大马力拖拉机、打捆机、粉碎
机，登上一辆企业自主生产的230马力
拖拉机，它的轮子足有一人多高，深耕
可达半米。李克强对企业负责人说，农
业现代化需要大马力拖拉机，“中国制
造2025”更需要大马力发动机。

在企业开发的工程机械物联网云
平台大屏幕前，李克强驻足良久，详细
询问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工程机械大数
据，当得知今年1至4月其活跃度大幅

上扬，总理说，这印证了工程开工率提
升和整体经济数据走强。这些数据对
宏观决策很有帮助。看到云平台大屏
幕上蓝色光点河南区域很亮，总理指
着显示屏高兴地说，你们看，河南活跃
度很高嘛，最亮的是郑州！

了解到企业通过建立电商中心和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拓宽产品销路
时，李克强赞叹道，没想到你们企业由
一家科研所发展到规模这么大、效益
这么好，这就是自主创新的结果！

你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总理牵挂着黄河滩区群众的迁建

安置。8日下午，李克强踏着泥泞、冒
雨考察位于黄河大堤内侧的封丘县李
庄镇李庄村。这个地处黄河滩区的村
子，缺少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极为
艰苦，该村已列入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规划。总理走进贫困户杨天杰家中，
坐着轮椅迎候在门口的杨天杰老人握
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我在电视上看
到过您，总理您和电视上一模一样
啊！”总理亲切地问候他身体怎么样、
看病是否有医保，仔细察看他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就诊证和报销单据。愿
意搬迁吗，知道搬迁的位置吧，设计图
纸看到了吗？总理又问。杨天杰的爱
人连声说：“愿意！咋不愿意搬呀，钱

都交过了。”总理说，希望你们早日乔
迁新居，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随后，李克强又来到位于李庄镇政
府所在地的搬迁安置小区，乘坐电梯来
到6楼，走进已乔迁新居的村民李清河
家。“这个房子成本多少、补贴多少，财
政资金能不能平衡？”李克强坐下来与
省市县负责人一起算了笔细账，算下来
这个迁建项目成本收益基本打平。总
理欣慰地说，你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很高兴看到黄河滩区群众迁建能给百
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等参
加考察。③4

以“新”出彩
——李克强总理考察河南精彩瞬间

【李克强称赞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二十
二证合一”】李克强8日考察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
片区。这里在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基础上，按照国
务院多证合一要求，整合为二十二证合一 ，以减
证带动简政。总理称赞道，创建自贸区目的是打
造改革开放高地，最终要让审批程序越来越简，监
管能力越来越强，服务水平越来越高。

扫码观看视频，看“柳大伟
们”雁归凤还，如何助力淮
阳“两园工程”带富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