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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25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上半
年，我省新设外资企业93家，实际吸
收外资89.4亿美元（含投资性公司再
投资、外资企业再投资、境外借款、境
外上市融资、设备出资等），同比增长
0.9%；全省新设省外资金项目 2513
个，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4624.2 亿元，
同比增长7.9%。

按商务部统计口径，1至5月份我
省实际吸收外资在全国排第12位，增
幅在全国排第2位。全省新设投资额
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 52个，投资总
额 109.4 亿美元，占新设项目总投资
额的99%。

现代农业、旅游、新材料、高端养
老服务业等一批外资项目相继在豫落
地。较大的项目包括：香港中华国际
投资 16.8 亿美元的洛阳农业产业园
项目，香港真源旅游发展集团投资 9
亿美元的三门峡旅游开发项目，香港
华威投资8.6亿美元的新乡航空航天
复合材料项目，法国天天控股投资 6
亿美元的郑州天华高端养老项目，世
界农业硅谷集团投资5亿美元的南阳
大健康高新农业项目等。同时，一批
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项目落地，其
中有：美国江森自控投资 2亿美元在
济源设立河南江森自控能源动力有限
公司，荷兰宜家投资 1.3 亿美元设立
郑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美国苹果公
司投资6000万美元设立南阳润唐新

能源有限公司，美国摩根大通投资
3600万美元设立摩根电梯（信阳）有
限公司。

从外资来源看，港资占全省实际
吸收外资的 66.2%。实际吸收外资
主 要 集 中 在 第 二 产 业 ，占 比 为
60.1%。服务业领域吸收外资成新
热点，占比32.7%。

省外资金大项目主要集中在石
油化工、生态旅游、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等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化工
集团在濮阳投资 90 亿元的 100 万
吨醋酸制乙醇项目，广东华晶在商

丘投资 45.9 亿元的金刚石制品项目，
重庆海特在周口投资27亿元的洺河生
态水系工程项目，天津顺天科技在汝州
投资12.7亿元的现代农产品物流园项
目等。

从省外资金来源看，承接京、粤、
浙、沪、苏、鲁6地产业转移资金占比达
63.5%。豫京合作态势良好，北京企业
在豫投资 723.9 亿元，居首位；粤企在
豫投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10%。实
际到位省外资金中，投资二产、三产的
比 重 基 本 相 当 ，分 别 占 48.7% 、
45.4%。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25日，记者
从省政府重点项目办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省A、B两类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8925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53.8%；累计开工项
目 1237 个，联审联批完成全年任务的
87.4%，重点项目建设总体保持良好态势。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
型城镇化四大类别重点项目对稳增长、促
转型的关键作用。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项目方面，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基地首台
车下线，洛阳首个跨境通关平台投用；在
创新驱动发展项目方面，郑州航空港阿里
云中部创业创新基地项目等12个项目已
开工；在基础能力建设项目方面，郑万、郑
阜铁路河南段上半年投资完成过半，两线
架梁全面铺开；在新型城镇化项目方面，
郑州地铁5号线17个车站主体封顶，3号
线一期、2号线二期、4号线工程施工单位
均已进场施工，洛阳轨道交通1号线可研
报告已评审。

从四大类别中分行业看建设进度，
进展较快的先进制造业、电源、现代农
业、创新创业、现代服务业、航空、网络经
济、水利等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均超
过60%。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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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海关总
署近日完成“2016 中国外贸百强城
市”名单，并由海关总署主管的《中国
海关》杂志公布。其中，郑州市以综
合得分 72.8 分列全国第 11位，较上
年提升3个位次。

在这份名单中，广东省深圳市、上
海市、广东省东莞市分别列综合排名前
三名。除郑州市外，我省另一入选外贸
百强的城市为新乡市，名列第56位。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份名单的排名来源于海关统计数据，
并综合国民经济数据排定。据了解，
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指标体系，由城

市外贸水平竞争力、结构竞争力、效
益竞争力、发展竞争力和潜力竞争力
等5大项25个指标组合而成。

2016 年，我国外贸在复杂严峻
的形势下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
成绩。从区域来看，呈现出大市自我
突破、内陆地区稳扎稳打、中小城市
借势突围的态势。部分区域外贸出
现“企稳、提质、均衡”三方并进的发
展势头。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郑
州市进出口总值为1512.21亿元，同比
增长16.86%，其中出口916.20亿元，
增长27.58%；进口596.01亿元，增长
3.49%，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7月 25日，
郑州郑东新区举行世导大数据中心
签约仪式，标志着世导大数据中心正
式入驻郑东新区白沙大数据产业园，
该项目将打造成郑州乃至河南的大
数据中心。

据介绍，世导大数据中心由杭州
世导通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规划建
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0
亿元。该公司拥有近20年的大数据
中心运营经验和成熟的云平台技术，
已成功为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上千家
企业提供专属数据云服务。项目拟
按国际标准建设机柜1万个，提供机
房定制、机柜定制等多种服务，打造
服务郑州乃至中原地区商业用户的
优质大数据中心。

白沙大数据产业园在自身区位
优势、丰富的电力和人才资源基础
上，立足郑东新区“三大主战场”定
位，紧紧围绕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和郑东新区打造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核心区的工作目标，优化总体规
划，调整主导产业，不断丰富和提升
发展内涵，着力发展以大数据产业为
主的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
主导产业。目前，该园区大数据产业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中原云、郑东云
运行稳定，大数据应用企业园已入驻
相关企业十余家。世导大数据中心
的签约入驻将为白沙园区大数据产
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白沙园区
大数据企业集聚和发展起到良好的
示范和带动作用。③5

世导大数据中心落户郑东新区
打造郑州乃至河南的大数据中心

海关总署“2016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出炉

郑州排名第11位
较上年提升3个位次

□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蒋继远

“山上核桃挂果，山下肥猪满栏，房
顶还有太阳能板发电，过惯了苦日子的
黄楝人现在生活比蜜还甜。”7月24日，
内乡县余关镇黄楝村党支部书记王建
国感慨地说，在牧原集团、伏牛山专业
合作社等龙头企业的帮扶带动下，曾以
穷闻名的黄楝村，已变为一个花园式的
生态产业新型社区。

黄楝村的美丽变身，是南阳市实施
企业主体帮扶脱贫工作的一个成功样
本。从今年4月起，该市强力推进“千企
帮千村”活动，选取1005家企业和村结
成一对一帮扶对子，政府出台激励措施
和优惠政策，引导各类企业发挥产业优
势，采取项目投资、转移就业和对口捐赠

等方式，深挖农村劳动力、生态资源等潜
能，催生贫困村的脱贫“造血”机能。

“牧原公司在俺村建起了十万头
生猪养殖场，一下子就解决了村民特
别是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王建国告
诉记者，牧原还与黄楝村开展了一系
列“深度合作”：有占地 2000亩的“沼
液—林果—蔬菜”循环经济生态园，有
覆盖厂区居民屋顶的光伏发电项目。
如今，按照城镇标准规划建设的牧原
兴盛社区内，易地搬迁的68家贫困户
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成为在家
门口就业的新型农民。

牧原集团的“躬耕”效应，引发了
周边“村企共生”式的兴业之风。目
前，当地已形成 8.2万亩核桃产业带、
位居全市种植面积首位的现代烟草产
业区以及油料牡丹、软籽石榴等特色

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在自然风光、小杂果种植基础上发展
的全域农村旅游，擦亮了山乡致富新
招牌；总投资达 3200多万元、实现全
镇661户贫困户全覆盖的光伏扶贫项
目“阳光小镇”，已全面投入运营。

产业兴则百业兴。实现稳定脱贫，
企业的帮扶重在发展产业。当前的南
阳，内乡牧原集团、西峡宛西制药、淅川
福森药业、新野科尔沁牛业、镇平新奥
针织等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将工厂车间
建到乡间村头，一批为贫困村量身定制
的种植、养殖、加工项目纷纷落地。向
贫困地区延伸的产业链条，产生了人

口、技术和资源的聚集效应，激发了企
业与对口帮扶村的创造动能，为贫困地
区带来了更多的脱贫致富选择。

据统计，目前，1005 家南阳企业
“各显神通”，实现了对全市713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和292个非建档立卡贫困
村的全覆盖。截至 7月中旬，南阳市

“千企帮千村”活动累计实施扶贫项目
1351个，帮扶贫困人口55235人；231
家企业向结对贫困村的投资额达10.52
亿元，419家企业安排贫困人口转移就
业 6613人。1005家企业中有数百家
开展了文化教育、商贸采购、物资捐赠、
基础设施捐建等多种形式的扶贫。③7

“扶贫工厂”建到村“村企共生”拔穷根

南阳“千企帮千村”闯出脱贫新路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7月 22日傍晚，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班家耕读小镇游人如织。这里碧水荡漾，
凉风习习，使消夏的人们感受到了别样风
情。班家耕读小镇依托生态水系，倾力打造
乡村文化旅游项目。目前，这里首批投入运
营的各种店铺已达100多家。⑨7

耕读小镇游人醉

7月24日，宁陵县刘楼乡柿子王村农民在采摘黄花菜。今年，该乡大力引导
农民发展黄花菜种植，并组织统一收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⑨7 吕忠箱 摄

上图：书香四溢 右图：游人如织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提高工商登记便
利化水平；将“宽进”“严管”有机结合，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立足职能
优势，服务创业创新发展。

下半年，我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将
有一系列“大动作”。在前期充分动员部
署的基础上，省工商局将于8月1日正式
启动“三十五证合一”改革，推动全省全
面实施。“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套材
料、一网通办、一档管理”的工作模式，可
让企业实现“快入准营”。我省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工作也将加速推进。按照国
家工商总局要求，今年10月底前，全省
各地登记窗口全部开通网上登记系统，
实现网上登记与窗口登记并存；年底前，
按照国家电子营业执照技术规范和数据
标准，遵照“无介质、零收费”的原则，在
全省推行公示版电子营业执照。

此外，工商部门将继续强化信用监
管和行政执法。加强“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河南）”的建设与运用，积
极探索开发公示系统手机版，提升系统

的便利化水平。全面实施“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推行工商系统随机抽查事
项全覆盖，研究制定我省跨部门联合抽
查实施方案和抽查计划，积极推动落实
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检查。持续推进
企业信息归集共享和联合惩戒。

随着我省商标品牌战略“三年行动
计划”的扎实推进，目前全省有效注册商
标总量达到39.4万件，其中上半年新增
有效注册商标41085件；新增中国驰名
商标13件，总量达到237件。在已拥有

洛阳、开封、驻马店商标受理窗口的基础
上，下一步我省将积极争取在郑州设立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分中心。

为促进我省小微企业发展，省工
商局与工商银行河南分行、建设银行
河南分行、中国银行河南分行形成战
略合作。目前已为全省27021户小微
企业提供贷款1107.84亿元。下一步，
该局将继续加强同三家银行的战略合
作，确保年内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不
低于1600亿元。②9

“三十五证合一”改革8月1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方舟）近日，中部
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
六省陆续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河南
省GDP总量稳居中部第一。7月 25
日，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了题为《金
观察丨又是第一！“中部班”学习委员
河南有哪些学习心得？》的报道，以拟
人化的手法对河南GDP总量蝉联中
部六省第一，在中部六省 GDP总量
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的原因进行了
形象生动的解读。

据统计，中部六省上半年 GDP
总和为79639.1亿元，其中，河南省以
20307.72亿元的GDP总量继续稳居
第一。在中部六省这个“班级”里，上

半年经济数据的公布，如同公布期中
考试成绩，而 GDP总量多年稳居第
一的河南“同学”都有哪些先天优势，
又有哪些“学习心得”？该报道用拟
人化的语言和直观的图表，对“中部
第一”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为河南
日报客户端广大用户了解2017年上
半年我省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提
供了一个崭新视角。③5

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拟人化报道

讲述“中部第一”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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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 月 25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该厅
全力保障我省今年计划新开工的
354个重点项目用地。截至 6月底，
全省共完成 273个新开工重点项目
用地保障，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省国土资源厅重点项目用地服
务保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省确定了A类重点建设项目1056
个，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354个。按
照省政府要求，6月底、10月底前项
目用地保障率应分别达到 70%、
100%。截至 6月底，全省共完成用
地保障项目273个，占计划新开工项
目总数的77.1%，超额完成了省政府
规定的目标任务。

省国土资源厅为保障我省重点

项目顺利落地，提前介入，主动联系，
提前与省直单位用地业主沟通，了解
用地需求。上半年，省国土资源厅主
动向项目业主致函 97封、发送手机
短信 1000多条，介绍用地流程和政
策等信息，开辟了省重点建设项目用
地服务保障的新途径。此外，该厅还
积极调研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情况，召
开推进会，逐项摸清各环节工作进
度，给予分类指导，加快了项目进度。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下半年该厅将继续围绕米字形
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水利
水电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积极主动开
展服务，确保完成全年用地保障工作
任务。③7

273个重点项目用地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