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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廊打造郑州“隐形地标”

本报讯（记者 陈辉）河南发展再添
一战略平台。5月24日，记者从省工信
委获悉，工信部正式批复同意郑洛新创
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郑州、洛阳、新乡三市将通过先行先试、
重点突破、示范引领，打造全国制造业
区域增长典范和转型升级新样板。

根据批复意见，我省将建立完善郑
州、洛阳、新乡三市互动合作机制，形成

协同错位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同时，为
更好支持三市试点示范工作，将整合现
有资金渠道，设立“中国制造2025”产业
基金，加快构建制造业新体系。

省工信委主任王照平说，郑洛新创
建试点示范城市群，有助于破解我省制
造业发展长期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产
业层次偏低、环境污染严重、质量效益
不高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为老工业基地

加快新旧动力转换重新焕发生机摸索
经验，为培育制造业区域增长极树立典
范，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
样板，为内陆地区制造业参与国际合作
探索模式。

根据我省上报的创建方案，郑洛新
开展试点示范将围绕制造强省建设，打
造河南先进制造业强省引领区；聚焦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着力打造

新型制造业体系、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
系、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政策保障体
系；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
造、技改提升、服务型制造、工业强基、质
量品牌提升、军民融合、开放合作、绿色
制造、集群培育等十大工程；打造中原城
市群先进制造业高地、中西部地区科技
创新高地、河南省创新创业人才高地、内
陆地区产业开放合作高地。③4

郑洛新“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群正式获批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林

5月 23日，郑州雨后初晴。走进
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管廊项目施工
现场，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撼：长达数公
里的作业区域，近两千名施工人员散
布其间。在一段已经开始施工的主体
管廊底槽，记者用跨步的方式丈量，底
槽竟有15米多宽。

电影《虎口脱险》中巴黎下水道可
以行船的镜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工
地负责人说：“建成后，各类管道都会被
整整齐齐地码在管廊内。平时，巡查、
维修汽车可在里面行驶，畅通无阻。”作
为郑州市8个试点地下综合管廊中规模
最大、投资最多的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
合管廊项目建设，为正在向国家中心城
市迈进的郑州打造“隐形地标”。

“里子”是城市的生命线

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元素诸多，其
中地下综合管廊可称得上是一条隐形
且重要无比的“生命线”，不仅承载着
城市水、电、气、暖、通信等必需资源的
供给与循环，更决定了城市未来发展
的规模与格局。

2016年，郑州在国家财政部、住

建部联合开展的“全国地下综合管廊
试点城市竞争性评审”中脱颖而出，顺
利入选全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
同年郑州市共有8个综合管廊项目一
并规划上马，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
管廊项目以其规模和投资额度居项目
之首。

在热火朝天的综合管廊项目工地
上，钢筋工组组长陈华伟正和大伙儿
一起蹲在槽底捆扎钢筋。汗水像一股

股小溪不停地从他的头上流下，又很
快在工装上晒干。和他一样，上千名
一线工人正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

“地下综合管廊也叫做地下公共
管沟，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
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
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
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
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该项目

负责人徐新勇说，“综合管廊建成后，
城市地下将一改无序杂乱的面貌，有
工程维修车保驾，（下转第三版）

正在施工的地下管廊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5 月 24
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听取了关于2017年省级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报告显示，我
省 2017 年新增债券收入 766 亿元，
这些资金将优先用于重大公益性项
目支出。

报告说，财政部核定我省 2017
年新增债务限额为766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228亿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管理；专项债务 538亿元，纳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管理。按照财政部要求，
这些新增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
性资本支出，优先用于保障在建公益
性项目后续融资，以及支持扶贫、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棚户区改造、

“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公益性项目
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楼堂馆
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报

告建议，新增债券资金中，省级安排
使用150亿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项
目、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农村民生工
程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水利基础设
施项目、社会事业基础设施项目等。
新增债券资金中，有 604.5亿元转贷
给市县。

报告还建议，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27.56亿元，安排以下项目：一是
实施转型发展攻坚战财政政策增支
11.7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债转股
合作、高水平创新研发平台建设、扩大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应用范围
等；二是落实十件重点民生实事增支
5.86亿元；三是补充省中小企业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资本金10亿元。

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须经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批准后实施。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5月 24日
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刘满仓、
蒋笃运、储亚平、李文慧、王保存、段
喜中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7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情况
的专项工作报告、关于义务教育法及
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整改落实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郑州市湿地
保护条例》《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条例》《鹤壁市地方立法条例》《漯
河市沙澧河景区保护条例》的说明。

会议书面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
于简政放权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环
境专题调研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的报告、关于种子法及我省实施办法
执法检查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
全省旅游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
报告；书面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省十二届
人大七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
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事项的
介绍及其他议案和报告。

按照日程安排，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
对会议议题进行逐项审议。

副省长张维宁、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蔡宁和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③3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5 月 24
日，记者从省妇联获悉，在当天举行
的 2017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会上，
我省的耿传忠家庭等35户当选全国

“最美家庭”。（更多内容详见06版）
此次我省被表彰的全国“最美家

庭”中，有爱岗敬业，助人为乐，帮助
乡邻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樊海风家庭；
有带领全家做公益，夫妻俩一同登上

“中国好人榜”的孙梅丽家庭；有先后
救起13条生命，被人们称为“救人专

业户”的马士友家庭……这些家庭向
广大群众传递了幸福理念，大力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了
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现代家庭文明
新风。

据了解，此次“最美家庭”评选活
动经过了组织推荐、群众自荐、事迹
展播、公示投票等环节，推选出了一
批孝老爱亲、勤劳致富、诚信创业、爱
岗敬业、廉洁自律、移风易俗、热心公
益等各具特色的“最美家庭”。③3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

省级预算拟作调整

新增766亿元债券收入
用于公益支出

亮河南

我省35户家庭
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爱飞客飞爱飞客飞行大会行大会——

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化旅游节
5月27日～30日举行 我心飞翔 飞在安阳

关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习近平在视察海军机关时强调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本报记者 柯杨

“俺家脱贫了！”再一次在手机上点
开微视频《春光的春光》，省扶贫基金会
工作人员彭晓月依然会为兰考张庄村
村民闫春光这句话动容。

今年3月初，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
品了这部微视频，用8分钟讲述了一个
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故事。“好故事能打
动人心，好内容折射大时代。”彭晓月感
慨道。

这是信息生产的重大变革：传统的
“一报两台”正适应河南7750万手机网
民的需求，生产融通文、图、音视频的全
媒体新闻产品，《春光的春光》便是这场
变革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2014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着
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
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
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
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
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6 年 4 月 24

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调研时殷殷寄语，把河南日报办
好，把新媒体办好，把融合发展的新型
主流媒体办好。

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在省委的支

持推动下，在省委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
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为龙头的河南各新闻单位积极探索，
一幅顺时应势、主动作为的媒体深度融
合长卷，在中原大地上铺陈开来。

谋变——
打造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

5月 23日 22时许，郑州市农业路
28号的报业大厦里，和夜班编辑们一
起忙碌的，还有一楼东西两端正在施工
的人员。

再过数日，位于这里的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3.0版本“中央厨房”就要竣工，
为即将68岁的河南日报献上一份特殊
的生日贺礼。

历经铅与火、走过光与电、再到数与
网，这张省级党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报、
刊、网站、视频、手机报、客户端等多种媒
体、多个自有平台的党报集团。在“互联
网+”的解构下，怎样实现“三个办好”？
最近一年多来，报业集团孜孜求解，努力
探索有特色、有实效的媒体融合新路径：

搭建用户平台，把“移动优先”落到
实处。重点打造以“三端一报两平台”
（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客户端、河南政
务客户端、河南手机报、网络直播平台、
财立方平台）（下转第三版）

做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新型主流媒体
——河南省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3.0版本“中央厨房”初见芳容⑨6 王亚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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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
互促共赢的商丘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