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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涛）作为我省经
贸代表团在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上的一次重要活动，9 月 13 日上
午，河南—广西特色产品采购会在南
宁召开。这也是我省首次在广西举
办两地特色产品采购对接活动。

据了解，此次特色产品采购会共
有 44家广西企业、32家河南企业报
名参会。参会企业以批发零售、生产
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
为主。根据现场不完全统计，当天上
午有 6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5家企
业现场签约，成交金额 1191 万元。
其中，金额最大的是三门峡浩发农产
品有限公司成交 1500万吨苹果，成
交额达820万元。

“河南区位优势明显，人口基数
大，市场前景广阔，希望我们的产品

能够走进河南，并通过中欧班列（郑
州）进入欧洲市场。”柳州市壮乡情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覃明告诉记者，当
日，他们公司已与 12家企业签订协
议，意向金额达100万元。

洛阳市河之阳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春怀说：“广西和
东南亚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我们
的生态木主要用于景区建设，希望我
们的产品能够进入广西市场，并借此
推广到东南亚国家。”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广
西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门户，
河南则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
通道，举办此次对接会，为豫桂企业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推
动双方企业优势互补，促进两省经贸
合作，实现互惠共赢。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ZARA、
ZARA HOME、Bershka……在国
内外大城市的购物中心都能看到这
些品牌。中国有20个城市的时尚快
消品货物是从郑州分拨过去的，在国
内代工生产的同品牌服装，也是从郑
州运走的——郑州正在逐渐成为国
际快消时尚品牌区域集散中心。

让我们从一批时尚快消品的“行
踪”来看看它们是如何在郑州集散的：

9月 9日凌晨 1:30，一架满载着
时尚快消品牌服饰的包机由西班牙
飞抵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该批货物
全部来自西班牙 Inditex集团，货值
1514.43 万元。这些商品在经过海
关、检验检疫等部门的监管查验后，
将运往全国各大中城市店铺销售。
同时，这架飞机在完成卸货后，很快
就会装载国内代加工生产的同样品
牌服装，经新郑综合保税区口岸作业

区申报出境，飞往西班牙。
9月13日，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自3月23日首批西班牙ZARA
服装进入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以来，
经过 5个多月的发展，Inditex 集团
旗下的快消品牌服饰的进出口分拨
业务大幅增长。目前已固定每周运
行 4班包机，进口业务辐射华北、华
中、西南、西北地区，出口业务汇集浙
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服装代
加工生产商。目前已有 7个知名快
消品牌依托郑州新郑综保区开展进
出口分拨业务，郑州逐渐成为国际快
消时尚品牌区域集散中心。

据了解，截至 8月底，郑州海关
共监管货运量 1406.33吨，货值 2.24
亿元，其中自8月份开展进出口包机
业务运行以来，共监管进出口包机20
架次，货运量 1243.02 吨，货值 1.96
亿元。③4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娟）9月 12日，京宛合作再添硕果，
南阳市政府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在推进有机农业发展、优质农产品
进京销售、食品健康安全体系建设、
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领域开展全
面深入合作。

按照协议规定，双方将坚持“保水
质、强民生、促转型”和“创新驱动、绿
色发展、科技引领、合作共赢”的原则，
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探索京宛协同发
展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模式，
通过开展农产品产销合作、农业科技
协作攻关、建设现代农业物流平台、农

业科技人才培养和打造农产品特色品
牌等措施，共同推进京宛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和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据了解，目前南阳正依托自身优
势，强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
业现代化建设。首农集团将围绕南
阳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大科技需求，重点在有机果
蔬、粮油作物、食用菌生产与加工、畜
禽良种繁育等方面，同南阳市一道开
展农业科技协作攻关和品牌打造，加
快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强化项
目精准对接和有机品牌推广，共同探
索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
的新路子。③7

本报讯（记者 陈辉）9月 13日，
记者从省工信委了解到，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了2017年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试点企业名单，我省的金马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南阳汉冶特钢有限
公司等21家企业入选。该项工作开
展3年来，全省入选试点企业累计达
73家。

2014 年，工信部启动了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推动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通过贯标推动企业
建立完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促进业

务流程再造和组织方式变革，提升企
业的智能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截
至目前，我省已有近 1000家企业完
成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对标，73家企业
入选贯标试点企业，其中开祥化工、
卫华集团等 15 家企业通过贯标评
定。郑州、濮阳、济源等省辖市出台
了支持两化融合贯标的政策措施，贯
标工作从试点应用走向全面普及，在
凝聚社会共识、转变行业管理方式、
激发市场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③3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这
一目标和任务，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
食生产新突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考察时对河南农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河南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再
一味追求产量的增加，而是走内涵式
发展道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将中原粮仓越筑越坚实。

今年河南夏粮总产量为 710.8 亿
斤，比上年增产15.5亿斤，再创历史新
高，继续保持全国夏粮生产第一的地位。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河南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对保

障粮食安全而言，不能再一味追求产
量的增加，而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近年来，河南着力加强高标准粮
田建设，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按照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规划，2012
年以来，河南省累计投入414亿元，建
设高标准粮田5622万亩。

高标准粮田里，田成方、林成网、路
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农业抗灾
减灾能力明显增强。据河南省农业厅提
供的统计数据，去年高标准粮田建成区夏
粮平均亩产达542公斤，比全省夏粮平均
亩产高15.3%；秋粮平均亩产达583公

斤，比全省秋粮平均亩产高15.2%。
尉氏县农业局局长杜建霖告诉记

者，以前农民浇水用柴油机，既贵又费
事，高标准粮田能降低生产成本和灾
害影响，提高土地生产能力。“高标田
平均产量比普通大田高约 20%，每亩
小麦能多产一二百斤。”杜建霖说。

新粮农成种粮主体
种粮如何让农民增收，是现代农

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河南多措并举，大
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公
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新主体逐

渐成长为全省粮食规模生产的主力军。
8年前，在外干了 20多年包工头

的唐全合决定回鹤壁市老家种地。借
助政策支持，唐全合从 300个农户手
中集中了1万多亩土地。与农户种地
不同，唐全合雇用种地能手进行科学
管理，注重先进农技农机的应用，在农
民中较早用上“星陆双基”系统，实现
种田从凭感觉到靠卫星的转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带来了粮食
生产方式的改变。荥阳市新田地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杰有多年食品企
业高管的从业经历，他将工业化的标准

生产模式引入农业领域，也就是种子、
化肥、农药、农机、农技、收储为一体的
封闭式全程化服务。目前，李杰发展入
社成员203户，统一种植优质强筋小麦
5万亩、优质玉米5万亩，辐射带动周边
7个乡镇、60个行政村、1.2万户农民。

用高科技提质增收
“现在拿着手机点几下，就能联系

来大型收割机，几个小时就收完麦子
了。”驻马店正阳县汝南埠镇农民黄宝
柱说。

目前河南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
率已达到 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6个百分点，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

河南延津县平陵村农民张文明
说，郑麦366每亩能多收入100元，村
里3000多亩地，一年就多挣了盖一座
二层小楼的钱。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宋虎振认为，
今年河南夏粮生产创下纪录，是“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取得的
成效。“粮食连年丰收倒逼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把中原粮仓越筑越
牢，就要从一味追求粮丰囤满，向优质
高效迈出坚实步伐。”宋虎振说。

（原载于2017年 9月 10日《经济
日报》）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高长岭）
9 月 13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河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
国情普查公报》正式对外发布。

摸清全省地理国情“家底”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

地理国情普查的通知》要求，我省成立了
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地理国情普
查领导小组，并在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设
立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历时3年，投
入省财政资金1.74亿元，组织全省19家
资质单位，1300名技术人员，全面查清
了全省各类地理国情要素的现状和空间
分布特征，掌握了全省地理国情“家底”。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党委书记

刘济宝介绍，此次普查收集整合多行业
专题数据，获取了由10个一级类、58个
二级类和 135个三级类近 800万个图
斑构成的多要素、全覆盖的地理国情数
据，全面查清了我省“山水林田湖”等地
表自然资源和人文要素的类别、位置、
范围、面积等，如实表达了我省地理国
情要素在标准时点的现实状况。

建成全省地理国情信息库
通过全面查清全省范围内地理国

情信息，建成了河南首个地理国情信
息数据库及管理系统，编制了统计数
据汇编和普查公报。

据介绍，普查成果主要有基础成
果类、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库、《河南省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公报》《河南
省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域成果专报》《河
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统计数
据汇编》《河南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
普查综合统计分析报告》。

此次发布的《河南省第一次全国地
理国情普查公报》主要数据包括：全省各
类地形地貌的面积和空间分布，种植土
地、林草覆盖、水域、房屋建筑（区）等
的面积构成和空间分布，铁路与道路的
路面面积、长度、构成及空间分布等。

普查成果为全省经济服务
刘济宝介绍，地理国情是重要的

基本国情，普查成果将在国防、经济、
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重要意义。

普查成果科学揭示了我省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在地理
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内在关系，将为优
化我省国土空间格局、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对我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和着力打好“四张牌”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普查成果公布后，将通过地
理国情普查成果目录、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数据库等多种形式提供在线或离线服务。
随着普查公报的发布，我省将进一步加大
普查数据开放和成果开发力度，积极推动
普查成果共享应用，在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和制定实施发展战略规划、优化国土空间
格局、推进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与应急保障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③6

我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发布

中原粮仓越筑越坚实 我省首次在桂举办特产采购会

郑州渐成国际快消品区域集散中心

京宛合作再添硕果

南阳与首都农业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今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名单公布

我省21家企业入选

9月13日，正阳县皮店乡潘店村村民在田间忙着收割水稻。目前，该县沿淮
乡镇20多万亩水稻已进入成熟期，村民趁天抢收，确保颗粒归仓。⑨6 王珺 摄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
对贫困群众来说，搬迁不仅仅是得

到一套新房、换一个生活环境，更重要
的是拔掉穷根，从此走上脱贫致富路。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集中安置，
科学选址是关键。要把确保安全、有利
脱贫作为首要原则，严格选址标准，确保
安置点满足环境承载力和后续脱贫发展
要求，杜绝从一个穷窝搬到另一个穷窝。

按照“四靠”集中安置
78岁的帅家太是新县泗店乡分水

岭村人，说起易地扶贫搬迁，他称自己
是“最幸福的人”。

帅家太的家在河南与湖北交界的
一个山岭上，距离村主干道5公里、乡
政府15公里，买点油、盐等生活用品，
得步行2小时再转乘汽车。

今年8月，帅家太和其他贫困户一
起搬进了乡政府在集镇上建的吉祥社
区。这个社区与乡中学一墙之隔，距乡
政府、卫生院、幼儿园、小学不足500米。

在今年的易地扶贫搬迁中，我省
要求各地对安置点选址加强科学规
划。省发改委副主任郭玮说：“将安置
点选在距离市中心较近、临靠企业较
多、交通便利的地方，方便搬迁户就业、
就医、购物和孩子上学，能真正让群众

‘住得安心、过得放心、生活得舒心’。”

把好地段留给搬迁户
嵩县何村乡与县城连接处有一块

68亩的集体建设用地，乡里原本准备用
于其他项目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全面
打响后，嵩县在这块土地上建了凤翔社
区，安置搬迁户240户。嵩县副县长王
玉杰说：“这块地既靠乡镇，又靠县城，
是黄金地段。易地扶贫搬迁，就是要把

最好的地段留给贫困搬迁户。”
汝州市焦村镇槐树村地处深山，贫

穷落后，需要整村搬迁。市政府多方选
址，最后将安置点选在距离老村庄8公
里的姜公庙景区附近。但景区附近也
没有整块的建设用地，政府便将靠近公
路的一个荒坡推平，建设新槐树村。

汝州市发改委主任裴亚正说：“科
学选址必须首先考虑搬迁户能不能脱
贫，靠什么脱贫。这个景区游人众多，
未来搬迁户除了享受其他扶贫帮扶外，
还可以通过开办农家乐等脱贫致富。”

搬得好 过得好
每个贫困户的家庭情况不同，对

搬迁安置点的想法和愿望也不相同。
众口虽然难调，但各地尽最大努

力科学选址，尽量满足搬迁户的愿望。
今年2月，汝州市在产业集聚区的

安置点完工，贫困户开始入住。这个
小区安置搬迁户152户676人，涉及了
6个乡镇。裴亚正说：“设置这个安置
点，就是为了方便搬迁户就业。”

贫困户王凯峰原本在山东打工，
谈了一个山东籍的对象。然而女方一
看他家住在汝州深山中，路窄房漏，便
一再推迟婚期。王凯峰说：“原来就想
着在园区附近有个家，如今不拿一分钱
实现了。俺俩春节前结的婚，婚后在园
区打工，争取早日脱贫致富。”③3

集中安置 科学选址是关键

9 月 13 日，西峡县西
排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调试
智能自动化机器人。该公
司投资1.2亿元，高标准建
设一条智能化高端排气管
项目生产线，建成后可年
生产涡轮增压器壳 50 万
套。⑨6 崔培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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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