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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李运海

场景一：10月15日晚，嵩县何村
乡凤翔社区一所 100平方米的住房
里，66岁的赵根奇老人边看电视边吃
晚饭。他说：“去年10月才知道要搬出
深山，今年5月就搬到这个县城旁边的
社区，变化真大、真快，像做梦一样。”

赵根奇老家在何村乡箭洼村，地
处深山，进山出山只有一条羊肠小
路。因为女婿去世早，两个年幼的外
孙也跟他生活，一家4口人仅靠4亩
薄山地艰难度日。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赵根奇一
家的生活。搬到凤翔社区后，两个外
孙在县城上学，赵根奇也被政府部门
安排了护林员的岗位，一天能挣 60
元。他说：“现在的生活是一天比一
天过得好。”

画外音：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中，嵩县速度被点赞。我省有5个县
今年的集中安置点全部建成，竣工率
达到百分之百，嵩县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该县 2018 年的 9个集中安置
点也已全部开工。

嵩县是我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十三五”期间需要搬迁安置深山贫
困群众2.75万人，总量占全省的十分
之一。该县副县长王玉杰说：“我们主
要抓一个‘早’字——早开工、早建设、
早完工、早入住，早日将贫困群众从大
山中搬出，早日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
环境，让他们早日走上脱贫致富路。”

为将“早”字落到实处，嵩县不等
不靠、提前谋划，建立了“县负总责、
乡抓落实，工作到村、责任到户、搬迁
到人”的责任体系，实行“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工作班子、一个实施
主体、一抓到底”的推进机制。哪个
单位延误时间，就追究哪个单位的责
任，年底完不成当年任务取消一切评
先资格。已建成的集中安置点何村
乡凤翔社区、大章镇大鑫福地社区
等，都是三年任务一次规划到位、提
前开工、加快建设进度的成果。

场景二：从深山搬到镇里，从农

民变为工人，56岁的张霞咋也想不
到，自己这么大年龄了，会经历如此
大的人生变动。

张霞是嵩县黄庄乡板蚕村人，自
己和丈夫都因车祸受伤，不能干重体
力活，18岁的儿子在上大学，家里非常
困难。她家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水
窖收集的雨水。她说：“家里穷，儿子也
小，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走出大山。”

易地扶贫搬迁全面展开后，张霞
家搬进了乡政府所在地的汝南小区，住
上了75平方米的新房。当地政府在小
区旁建了扶贫车间，她在车间负责打扫
卫生和做饭，每月有固定收入补贴家
用。她说：“丈夫在外面打工，我在扶贫
车间干活，有了稳定收入，俺家脱贫有
希望了。”

画外音：贫困户搬进新房并非终
点，能不能稳得住、有钱花，就业问题
是重中之重。否则，搬迁户就会“住
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易地扶贫搬
迁便失去了意义。嵩县县委书记徐
新说：“贫困户搬迁后，我们突出抓好

‘稳’，重点发展产业扶贫，让贫困户
有事做、能脱贫、能致富。”

嵩县整合资金为乡镇所在地的
14个安置点配建了扶贫车间，引进服
装、鞋业、假发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2500多名搬迁后的贫困群众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依托安置点周边的龙
头企业，吸纳4500名搬迁群众到企业
务工。同时，充分利用生态护林员等
公益性岗位，安排1000多名搬迁群众
就业。③6

嵩县：搬出深山 幸福路宽

易地扶贫搬迁
之三先进典型巡礼

10 月 17 日,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直径达13.6米的世
界最大齿圈顺利下线。
工人们兴奋地与大齿
圈合影，他们说：“十九
大即将召开，我们用勇
夺世界第一的产品为
伟大祖国献礼，感到无
比自豪！”⑨6 潘炳郁
任宏军 摄

实干迎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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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月16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三季度，
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3167.4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5.5%。其中，
出口 1905.9 亿元，进口 1261.5 亿元。
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截至9月底
进出口总值114.8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旺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三
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般贸易大幅增长，加工贸易占
比有所下滑。一般贸易进出口1148.2
亿元，增长 20.5%；加工贸易进出口
1915.4亿元，增长1%。外商投资企业
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增势显著。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981.7亿元，占

同期外贸总值的62.6%；民营企业和国
有企业分别进出口870.4亿元和313.6
亿元，分别增长15.7%和5%。

我省对美国、日本等主要市场增
长态势良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对美国进出口
588.3亿元，增长12.1%，占同期我省外
贸总值的 18.6%。对日本进出口 292
亿元，增长26.6%。对俄罗斯、阿联酋
进出口分别增长79.7%、79%。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
续增长，集成电路仍是我省第一大进
口商品。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七成多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郑州海关累
计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总值77.4

亿元，增长高达72.1%。具体来看，跨
境电商呈现以下特点:

整体业务量稳步增加，网购保税
进口业务占主导,零售出口业务快速
增长,商品品类相对集中。郑州海关
共验放网购保税进口清单 5273.6 万
票，占关区进口业务的 99%以上。进
口商品主要以化妆品、洗护用品、母婴
用品、保健品等为主，其中化妆品占比
超过70%；出口商品主要以服饰鞋靴、
箱包配饰、家居个护、固态硬盘等为
主，其中服饰鞋靴占比超过50%。

国际邮件业务量接近翻番

随着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国际
邮件业务呈逐年高速增长态势。今年
前三季度，郑州海关监管国际邮件

2299.6万件，增长 99.4%，日均监管量
达8.4万件。

从郑州海关统计来看，我省国际
邮件以出口邮件为主。出口邮件
2184.9 万件，增长 1.16 倍，占总量的
95%；进口邮件114.7万件，下降18%，
占总量的5%。同时，我省国际邮件以
邮递物品为主。出口邮件中，主要以
邮寄服装、鞋帽、饰品、户外健身用品、
手机壳等物品为主，进口邮件主要以
邮寄母婴用品、化妆品、护肤品、保健
品、电子产品、手表、箱包、衣物为主。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分析了我省
国际邮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我省
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使得国际邮
件运输需求随之增加；郑州日益成为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为邮件中转带
来了极大的物流便利。②9

□本报记者 陈慧

今年“天公不作美”，自8月份以
来我省持续阴雨天气，但因为 1500
亩花生都买了农业保险，张青元吃
上了一颗“定心丸”。“多亏买了花生
险，减少了损失。”10月 13 日，张青
元庆幸地说。

张青元在兰考县仪封乡流转了
1500亩土地，小麦花生轮作。今年，
为了鼓励发展优质花生，我省调整
了花生保险保费补贴结构，提高省
级财政补贴比例，花生承保面积扩
大。一亩花生保费 27元，财政补贴
80%，农户仅承担 20%，只用出 5.4
元即可。一旦绝收，每亩最高可获
赔 457元。张青元一向坚持买政策
性农业保险，便迅速给所有花生田
投了保，总共花了8100元。

9月中旬，张青元发现部分地块
花生长势不好，不仅叶子黄了，结果
率也不理想，随即报了险。中原农
险兰考县支公司理赔员和县农业局
的专家查勘后，发现是阴雨天和根
腐病惹的祸。经过测产，有110亩的
花生减产约 50%。10月 12日，中原
农险兰考县支公司把这个案子上报
总公司核定。如果按减产 50%定
损，每亩花生获赔228.5元，110亩花
生张青元可获得 25000 元的赔付。
花生每亩生产成本约700元左右，张
青元通过农业保险减少了约 33%的
成本损失。

据了解，这一轮连阴雨使南阳、
邓州、驻马店等豫西南部分地区降
水量较往年异常偏多，影响了秋作
物的收获。一些保险公司正在统计
承保农户受灾情况。②9

本报讯（记者 谭勇）10月17日，
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传来消息，5年
来，全省共开工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
245.02万套、1.84亿平方米，保障性
安居工程开工总量居全国前三位，
2008年至今，公租房开工总量居全
国第一位。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性安
居工程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科学部署、落实责任、完
善机制、强化管理，推动保障性安居
工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从开工总量看，5年来，全省共开
工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245.02万套、
1.84亿平方米。其中，全省开工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房199.63万套、1.58亿
平方米。

从实施效果看，5年来，全省累计

保障（分配）近120万套（户），覆盖约
360万人，保障水平从2008年人均8
平方米提高到目前的15~20平方米，
有效改善了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
件。同时，通过持续大规模推进棚户
区改造，全省已腾出城市建设用地
2.36万公顷，为促进城市建设和产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投资成效看，全省保障性安居
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4527亿元，带动
了建材、家居、家电等投资消费。

“我们将继续按照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棚户区
改造与城市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社
会事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谋
划，实施板块式改造，促进棚改和城
市更新改造一体推进。”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负责同志表示。③3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0月17日，
记者从省农科院获悉，在新乡平
原新区省农科院试验基地举办的
大 豆 新 品 种 高 产 示 范 实 打 实 收
中，“ 郑 1307”亩产 328.3 公斤，创
造了我省大豆选育品种单产的新纪
录。

黄淮海大豆产区平均单产长期
徘徊在 150 公斤左右，国家大豆改
良中心郑州分中心主任、省农科院
大豆研究团队负责人卢为国解释，
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单产超
过 300公斤的超产新品种。二是与
玉米、小麦、花生等作物相比，大豆
种子经营效益差、没有良种补贴，新
品种推广速度慢。三是播种质量
差，黄淮海大豆主产区均是在小麦
收获以后播种大豆，田间麦秸量大

造成播种困难。”
“郑 1307”是省农科院针对土

地流转大户种植及加工企业需求而
推出的适宜机械化种植的高产大豆
新品种。其主要特点是：高产稳产
适应性强；综合性状优良，适合大面
积机械化种植；品质优良，可以作为
豆腐、豆浆加工专用品种。

“一亩大豆的固氮效果相当于
施用 18 公斤尿素，大豆种植可培
肥地力，农业部 2016 年将大豆列
为 优 化 调 整 种 植 结 构 的 主 要 作
物，推出一批高产优质、比较效益
高的大豆品种是大豆产业发展的
关键。”卢为国说，“郑 1307”的大
面积推广，将有利于我省及周边
大豆主产区的单产提高、品质提
升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③7

我省5年来

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总量全国前三

大豆新品种创我省高产纪录

买了“花生险”吃上定心丸
政策性农业保险助力农业生产“风调雨顺”

前三季度我省外贸总额达3167.4亿元

“三轴”联动助推郏县产业集聚区再上新台阶
□李东锋 陈旭阳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郏县产业集聚区围绕转型发
展这一主线，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以“三
轴”联动助推产业集聚区再上新台阶。

转型升级迸发新动能

郏县产业集聚区一直把培育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强力推进。一是推进转
型发展。首先，强力推动郏县产业集聚
区内向铁路轨道车辆产品领域进军，利
用技术优势，迅速打破市场垄断，每月
订单在1000万元左右，目前已累计获
得订单2.5亿元；其次，引导企业向基础
建设领域拓展，新开发钢箱桥梁产品，
借助外部研发销售资源，与国内三大桥
梁公司山海关桥梁、宝鸡桥梁、九江桥
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构建产研销联
盟，今年将拿到1万吨左右的订单；第
三，向军民融合领域渗透，完成国家军

工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相关资质的
认证工作，累计完成了3种型号30台挂
弹车订单项目。通过实施转型，公司目
前的新产品已逐步走向市场化、规模
化。二是推进科技创新。通过鼓励企业
积极与高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完善产
学研合作体系。平煤机装备和神东公
司、西安科技大学、陕煤集团联合实施

“数字化矿山技术”，创新成效显著；不断
提升以天晟电气为龙头的高低压电气产
业园创新科技水平，天晟电气取得发明
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荣获“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中帅公司取得
发明专利1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
12项；美伊公司取得发明专利4项，外观
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25项，荣获“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称号；区内的“圣光”被国家
工商总局认证为“中国驰名商标”，圣光医

用器械拥有50多项国家技术专利。

创新机制打造新模板

去年以来，产业集聚区部分企业
出现了流资缺少、融资困难等问题，成
为企业发展的制约瓶颈。郏县集聚区

根据实际情况，创新两大发展模式，取
得积极效果。一是采用“管委会+公司”
管理模式，并取得初步成效。先后成立
了经开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开区农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开区劳动服务
有限公司。从5月份开始，第一批采取

收购设备返租经营模式，已为4家企业
放款500万元，这些资金虽然不多，却解
决了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燃眉之急，帮
助他们渡过了难关，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是积极探索托管经营模式。今年7
月，成立了郏县经开包装有限公司，对区
内重要配套企业，已经陷入停产状态的
平顶山嘉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进行托
管、盘活经营，迅速使公司恢复生产，当
月实现销售额 877 万元，环比增长
25%。正在引进的2.5米纸板生产线和
印刷彩印设备，投入生产后，公司年产值
将由6800万元提升至1.8亿元。

项目规范挖掘新潜力

产业集聚区围绕转型创新，持续开
展项目“清理规范提升”，把服务项目建
设作为增进发展的有力抓手，不断挖掘

集聚区发展新潜能。一是开展清理工
作。对入驻区内项目重新进行梳理，对
一些停滞项目，实施“腾笼换鸟”，已先
后实现了力建新材料、六合电气等8个
项目退出，入驻了军威制造、智豚金属
制造等项目。二是开展规范工作。对
进展较慢、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建成的项
目，责成项目方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
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积极帮助
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加快建设。三是开
展提升工作。挖掘有潜力的企业进行
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加大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力度，帮助企业申请技术专利和
专项扶持资金，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
构，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今年1-9月份，郏县产业集聚区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55 亿元，同比增长
9.5%；产值156亿元，同比增长10%；主
营业务收入139亿元，同比增长6.5%，
增长势头良好，为晋级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申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定了
坚实基础。

集聚区全景集聚区全景

10月13日，
汝阳县刘店镇枣
园村的“巧媳妇”
生产车间，工人
们在检查服装质
量。该县做好精
准扶贫工作，发展
“巧媳妇”产业扶
贫项目，带动930
户农民增收。⑨6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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