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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国家统计局
河南调查总队6月12日发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5月份，河南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简称CPI）同比上涨 0.8%，环比下
降 0.5%。其中，鸡蛋价格继续下跌，
创2010年以来新低值。

数据显示，5月份，我省鸡蛋价格
同比下降 25.5%，影响CPI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7.0%，影响CPI下
降0.1个百分点。

另据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对我
省18个省辖市30种主要食品价格监
测数据显示，与 4月份相比，5月份鸡
蛋价格下跌了11.38%，散装鲜鸡蛋每
公斤仅为4.65元。

自 2016年 9月份以后，我省鸡蛋
价格一路走低，今年以来更是“跌跌不
休”。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我省平均
鸡蛋零售价为 6.89元/千克，2月份为
5.60元/千克，每斤价格进入2元时代，
3月份继续下跌，为5.51元/千克，4月
份为5.24元/千克。

从近三年的走势来看，统计部门的
数据显示，2014年6月到2015年3月，
全省鸡蛋价格保持在10元/千克左右，
个别县(市、区)最高价达12元/千克，被
称为“火箭蛋”。2015年鸡蛋价格逐渐
回落，2016年鸡蛋价格徘徊在7元/千
克左右，在2016年 9月份出现小高峰
8.34元/千克之后，一路下滑至今。③5

5月份河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鸡蛋价格创7年来新低

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13日，省
发改委制定的《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
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出台，提出对外
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为主的产业准入管理制度等 22条
政策措施，营造优良投资营商环境。

我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
资有关政策措施涵盖扩大外资准入
领域、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
引资载体和平台建设、强化利用外资
要素支持、加强外资工作保障五个方
面，具体包括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
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采取同等
适用政策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
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项目建设运营；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
制，由自贸试验区负责办理；深化与
卢森堡货航合作，推进航空国外和国
内“双枢纽”建设；扩大中欧班列（郑
州）境内外集疏网络和覆盖范围，完
善国际陆港功能布局和配套设施，形
成国际铁路干线物流通道；允许符合
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贷款、发行
债券等形式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
支持企业可以最高两倍净资产为上
限自主借用外债；对我省确定的先进
制造业等优先发展产业且集约用地
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列入省
重点项目名单，优先供应土地等22条
政策措施。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 月 13
日，河南省自贸试验区片区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
南自贸试验区建设要把制度创新作
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
本要求，把风险防控作为重要底线，
把建设国际一流自贸区作为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贸试验区下一
步工作将突出三大重点，力争尽快实
现突破。

一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
府管理方式创新。我省将继续探索实
行“多证合一”，以“减证”带动简政；加
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优化项目
建设、企业设立、经营管理、税务综合
等四类事项的审批程序，做到“一窗受
理、一章审批、一网通办、一单规范”；

完善行政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
度，依法确认行政权责事项，编制权力
运行流程图，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探索
全面推行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在线申
报，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

二是加快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
水平，打造与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
则相衔接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减少或取消外商投资准
入限制，完善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探索备案制改项目承诺
制、备案文件自动获准制，实行企业设
立、项目投资、综合受理“单一窗口”，
简化办事环节，缩短审批时限。推进
通关通检便利化改革，优化大通关合
作机制。

三是以多式联运为抓手，构建现

代物流体系。要把落实战略定位作为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特殊使命，着力抓
好信息平台建设，完善集、疏、运、配体

系，健全多式联运规则，建立协调工作
机制，更好地发挥河南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贯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作用。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2日，记
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今年起，在郑州市区创业、符合条
件的郑州户籍返乡农民工，经该市人
社局和财政局联合审批，可申领一次
性创业补贴8000元。

为郑州户籍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
创业补贴，是鼓励返乡下乡创业、助力
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在郑州市
区创业的郑州户籍返乡农民工，凡办
理《营业执照》、持续经营 3个月以上
（营业执照注册日期为 2017年 1月 1
日以后）且目前仍在经营的，可以提出

申请领取补贴。
申报者须提交创业者本人三张一

寸近期免冠彩照、身份证、户口簿、《营业
执照》、持续经营3个月以上的有关证明
等资料，并到经营场所所在区或注册地
所在区人社部门或郑州农村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中心申报，每人只能申报一次。

需要注意的是，符合申报条件的
郑州户籍返乡农民工，应自领取营业
执照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补贴，在规
定时间未申报的不再受理。经审核公
示，符合申报条件的，给予创业者本人
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月13日，
记者从在郑州召开的河南自贸试验区
片区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6月12
日，河南自贸试验区新增企业4840家，
注册资本合计700亿元人民币。其中，
外资企业27家，注册资本39966万美
元；注册资本过亿元的企业有84家。

据河南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贸试验区新增企业投资领域涉

及现代物流、国际商贸、科技研发等领
域，基本契合各片区功能定位的需求。

从 4月 1日挂牌至今，河南自贸
试验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以商事
制度改革为抓手推进“放、管、服”改革，
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围绕落实“两体
系、一枢纽”战略定位，强化谋划布局；
围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贸易
转型升级，创新通关通检模式。③6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李林 农村版
记者 冯刘克）近日，郑州惠济区一块
土地挂牌拍卖引发关注，全球最大的
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家居布局郑
州的消息不胫而走。6月 13日，惠济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及宜家中国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证实：宜家家居正式落户
郑州，计划于2018年开业。

创立于1943年的瑞典宜家公司，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零售商，
也是一家集设计、生产、物流配送、销
售、售后服务等于一身的跨国大型企
业，其产品因大多是简单简约、生态环
保、物美价廉的大众化产品，国内爱好
者众多，口碑极佳。据统计，仅在过去
的 2016年里，有超过 7.8亿人光顾宜
家商场。在国内，宜家家居的店面大
多分布在一线城市，销售增长速度冠
居全球。

据介绍，郑州宜家家居是河南首
家、国内第22家宜家商场。项目位于
郑州惠济区长兴路东、金杯路西、北三

环北、王砦路南区域，占地约 72 亩
（48037 平方米），计划投资 9亿元人
民币，主要建设内容为：以超市形式零
售家具、家居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
玩具、厨具刀具、家用电器、文化及体
育用品、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以上产
品零部件，餐饮服务，为客户提供咨询
和包括安装维修在内的售后服务等为
一体的商业广场。

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天人流量可
达4万-5万人，年销售额达6亿元。

惠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当天表
示，惠济区将加强协调、跟进服务，确
保2018年开门营业。

“宜家家居是商业零售业的标杆，
其选址和布局会充分考虑城市现实和
未来的消费潜力。”河南省商业经济学
会会长宋向清认为，此次宜家家居正
式进入郑州，将带来郑州商业发展尤
其是家具家居行业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认
为，宜家此次正式落户郑州，显示了河

南在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中西部开放
高地过程中魅力不断增强。“五大国家
战略叠加，中原城市群以及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步伐不断加快，新型城
镇化加速，河南巨大的市场潜力等等，
都是吸引巨头入驻的有力保障。”②9

6月 13日，农技师在焦
作市解放区健康产业园区蔬
菜种植基地了解西红柿病虫
害防治情况。6月份以来，
当地组织农技师走进田间地
头，免费为蔬菜种植户现场
检测蔬菜病虫害，并传授预
防知识。⑨6 李良贵 摄

建设经济强省魅力不断显现

宜家落户郑州 计划明年开业

郑州：

返乡农民工市区创业可领补贴

本报讯（记者 陈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6
月 13日召开的全省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应急防控工作现场会透露，进
入6月份以后，我省美国白蛾、杨树食
叶害虫等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处于频
发甚至重发的态势，防治任务艰巨。

据介绍，经过连续几年的防治，我
省林业没有再出现夏树冬景或大面积
成灾现象。去年我省全面实施了以飞
机喷防为主的大规模防治，有效控制
了美国白蛾、杨树食叶害虫等重大林
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和危害，全省发生
面积884万亩，同比下降1.44%。开封
杞县和禹王台区连续三年未发现美国
白蛾，已由国家林业局公告取消疫区。

近期监测发现，一些地方美国白
蛾、杨树食叶害虫等虫卵密度相对较
大，进入 6月份以后，美国白蛾、杨小
舟蛾世代重叠，混合发生，将进入暴发
危害期，一旦大面积成灾，将给我省林
业生态和产业带来巨大损失。此外，
近些年，各地在廊道绿化中，法桐造林
面积较大，方翅网蝽危害普遍发生，许
昌、周口、郑州、鹤壁等地已有成灾苗
头，不容忽视。

会议要求，各地要将美国白蛾、杨
树食叶害虫、松材线虫病等作为监测重
点，严格落实测报责任制，加强重点区
域的防治，突出绿色防治，2017年全省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要控制在3.9‰以
下，无公害防治率不低于85%。③6

我省出台利用外资政策措施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进入危害高峰期

我省部署应急防控林业害虫

制度创新助推自贸试验区发展
下一步工作将突出三大重点

河南自贸试验区新增企业48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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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郏县，“看病就找刘现义”已成

为一句口头禅。为挂上他的号，许多
患者凌晨就在门诊排队等候。不少省
外患者也慕名求救。

家住沈阳的尚左钢，两年前在郏
县考察投资时，对刘现义的名声就有
耳闻。后来，他的爱人经常拉肚子，医
院没少去，钱也没少花，愣是没有确
诊。在郏县朋友的帮助下，尚左钢联
系上了刘现义。只是一通电话，通过
病情描述，刘现义便对症开具了药
方。不料想，半个月后尚左钢爱人的
病情便有了好转。

院长李亚辉说：“刘现义医术精
湛，创造了郏县医疗行业多个之最，年
收住院病人最多，年门诊量最大，获得
荣誉最多，休息日最少。”

他也曾诊断出郏县第1例艾滋病
人、第1个肺动脉栓塞症患者，率先开
展不典型甲亢、甲减、席汉氏综合征等
十余种疑难病例的诊断及治疗，攻关心
脏起搏器安装、先心封堵术等高难度介
入手术。他在填补郏县医疗技术多项
空白的同时，让许多患者起死回生。

而一项项成绩的背后是刘现义勤
学善思、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从当
初的“纸上谈兵”，到内科的“行家里

手”，刘现义从未停歇过学习的脚步。
在刘现义的书房内，十多米长的

书柜上摆放着 2000 余本医学书籍。
刘现义经常挑灯至深夜，坐在书桌前，
默念着、圈画着、记录着。出差时，同
事们为家人买回的是纪念品，而他带
回来的是大包小包的书。病重在郑州
化疗期间，朋友们前去看望询问需要
带什么时，他还是说：“给我带几本书
来吧。”

安葬丈夫时，李晓英将他生前出
版的一部专著和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
的 25篇论文也随同下葬，“因为这是
他毕生的心血”。

“有效”药仅用一个疗程
却被他主动调换

“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
用来赚钱的”

岁月在刘现义身上留下深深的印
痕：他的每件白大褂衣领上都被听诊
器磨出窟窿，他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长

着厚厚的老茧，年龄不算太大的心血
管专家自己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甚
至癌变到晚期才被查出。

刘现义的一生简单而又忙碌：
在李口镇卫生院工作的十年，他

承担着全院95%的工作量。这里的大
街小巷、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巡诊的
足迹。因为夜里经常出诊，他养成了
零点前睡觉不脱衣的习惯。

在县人民医院，为确保诊治质量
和效果，他每天限号 70个，但面对从
几十里外赶来的病人那期盼的眼神，
他时常超负荷工作。

在他家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本子
里，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和患者病情相
关的各种数据。对于这些在“档”的病
人，他经常电话随访。

医者之爱，仁者之心；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刘现义常对自己学生说：

“工作如果仅仅解决‘吃饭问题’只能
叫职业，真正投入了去做，才叫事业。”

在乡亲们眼里，刘现义是个“三全
医生”：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全天候守

护着百姓健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有人说，“每天早上从李口镇到县城的
公交车上，有一半乘客都是找他看病
的。”一句看似夸张的话语足以彰显刘
现义在乡亲们心中的分量和威望。

为医诚者，既要精心看好病，又要
尽量为病人节省钱。内一科的药占比
仅为29%，是全院最低。刘现义常说：

“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赚钱的。”
能用普通药，决不用高价药；能减少检
查，就决不让患者多花一分钱。

关卿气喘多年、辗转多家医院都
无法治愈的毛病，在刘现义的“妙手回
春”下，仅仅服用 5天的药，病情就有
了大大好转。然而第一个疗程结束
后，刘现义却主动给她换了药方，“那
药太贵了，吃一个疗程就行了。”至今，
关卿还保留着刘现义为他开的处方。

刘现义看过的病人数以万计。看
一个病人，交一个朋友。谁的医药费
不够了，他自掏腰包，谁家要是困难
了，他能帮则帮。

刘现义去世时，还有借款未还他，

成了李口镇西北村牛文一生的遗憾。
为治病，牛文近四年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今年春节前夕，正为置办年货发
愁的时候，刘现义给他了 2000元钱。

“现义对我嘘寒问暖，胜似亲人，不但
这2000元未能亲手交给他，就连住院
时陪他一晚上的愿望也没能实现。”牛
文愧疚地说。

他把病人当亲人，却一
直亏欠家人

临终前也未能兑现带妻
子去旅游的诺言

“内一大夫好名声，德医双馨誉乡
城。慈母住院整五载，黄泉十赴九还
生。白衣天使亲如女，精心护理见真
情。”陈尚敬年迈的母亲因病在医院一
住就是五年，被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
护理的她，再三叮嘱儿女，等她不在
了，一定要送一块牌匾感谢郏县人民
医院内一科刘主任和全体医护人员。

类似这样的牌匾、锦旗、感谢信不

胜枚举。现内一科主任万应杰说：“刘
主任如行走在道路前方的引路人，用
自己丰富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为我们
指明前行的方向。”

提起刘现义，魏科辉感激万分。
很多病人为认清一些医生天马行空、
龙飞凤舞的处方头疼不已。刚到内一
科时，一天一张字帖，成了他必交的

“作业”。每天下午 5点，也是他害怕
“上考场”的时刻，这时刘现义会随机
抽查病例，让他阐述病情和诊疗方案
的原因。

春蚕到死丝方尽。刘现义把病人
当亲人，把医院当作家，把人生最珍贵
的 34年全部交给了他热爱的医疗事
业，然而他给予家人的太少了。早在4
岁时，刘现义的父亲就离世了，奶奶含
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然而，奶奶因脑
梗塞瘫痪在床多年，他却无暇照顾，是
爱人李晓英替他尽孝至终。刘现义发
誓，这一辈子绝不能对不起妻子，但直
到生命的尽头，他也未能兑现带妻子
去旅游的诺言。

杨柏肃立，百合无语。不开追悼
会、不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接受吊礼，
他厚重的一生，浓缩成空旷田野上的
一抔黄土,永远诉说着对医疗事业深
沉的爱、博大的情怀和无尽的奉献。

弥留之际，他心里装的还是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